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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7日电（记者白
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平“语”近

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

将于 18 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

目涵盖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发展理念、中国梦

等四个方面。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第二

季节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遵循，突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

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古代典籍

和经典名句折射出的内涵和文化价值，

以创新手法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

领路人、人民勤务员的领袖风范和为民

情怀。

12 集节目分别以“我将无我 不负

人民”“胜寸心者胜苍穹”“留取丹心照汗

青”“为官避事平生耻”“愿得此身长报

国”“一言为重百金轻”“自强不息日日

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百花齐放春满

园”“不畏浮云遮望眼”“敢教日月换新

天”“直挂云帆济沧海”为题，聚焦初心、

信仰、忠诚、担当、爱国、诚信、创新、绿

色、共享、自信、奋斗、梦想等话题。

据介绍，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原声短

片、经典释义、思想解读、互动访谈、经

典诵读五个环节，构建起古今相通、情

景交融、深入浅出的思想启迪和真挚情

感传递的平台，由七位主讲人和五位释

义人，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典故的出

处背景、历史故事和现实意义。

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将播

从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县城出发，车沿着柏

油路在山间穿行半个小时，转过一个弯后，一小片

坝子出现在眼前——龙头山镇到了。

2014 年 8 月 3 日，一场 6.5 级地震突袭鲁甸龙

头山，让龙头山镇成为一片废墟。而现在，一幢幢

房屋早已拔地而起，一条条街道整齐干净，一辆辆

汽车在山间道路上行驶……废墟上又崛起一座新

集镇。在新家园里，龙头山人满怀信心、充满

干劲。

“快进屋坐！”听说记者来采访，56 岁的杨国

荣在大门口热情欢迎。杨国荣原先的家在龙头山

镇甘家寨村，距离镇上有 8公里，他指着远处的山

说，“在那山背面呢，地震时我在山上干农活，房子

损毁了，好在人没事”。

地震使甘家寨被大面积山体滑坡掩埋，成为

“消失的村庄”。随后，村民们被安排到救灾安置

点住了一年。恢复重建中，龙头山镇在镇上骡马

口社区拿出地块，统一规划一层半、二层半、三层

半 3 种类型的房屋，建起了新的甘家寨社区。

2015年12月，全村89户全部搬入新家。

杨国荣告诉记者，建房时，政府部门和红十

字会还有爱心基金会一共补助了 8.5 万元，自己

家出了 6 万元，就住进了二层半的楼房，“搬家那

天，镇上还派车接我们。屋子都是装修好的，买

点家具就能入住，大伙心里都暖洋洋的”。

杨国荣家的客厅虽然不大但很温馨，沙发、茶

几、网络电视一应俱全，二楼是卧室和小书房，楼

上还有一个大露台。“比原先的房子好，住得也舒

服。”杨国荣说。

走进甘正芬老人的家，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

净，小菜园里长着绿色的蔬菜。73岁的甘正芬身

体硬朗，刚做好一盆核桃酥糖，“快来尝尝，每年过

年我都要做”。

搬入甘家寨新社区后，甘正芬和老伴邹体富住上了90多平方米的小楼房，子

女们也都住在附近。大儿子在骡马口社区党总支当上组织委员，二儿子买了7座

商务车平时在镇上跑乡村客运，大孙子买了工程车在外地跑运输。“我们老两口还

有养老金，子女也都孝顺，一家人不愁吃穿。”甘正芬说。

在龙头山镇逛一逛，恢复重建后的民房和学校美丽整洁。但是原镇政府作

为地震遗址公园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爬上一片山坡，记者看到，垮塌的楼房、

开裂的墙体、歪倒的石柱，还有几辆被砸坏的汽车都保留着当年原貌。这个遗址

成为龙头山镇的群体记忆，也提醒龙头山的干部群众铭记历史，不断前行。

近年来，通过大力发展花椒、核桃种植业和猪牛养殖业，龙头山镇的脱贫攻

坚取得了决定性胜利，2020年，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3450户11491人已经全部实

现脱贫。如今，龙头山里处处展现着一个新城镇的活力。

走进村民甘永云在镇上开的榨油厂，香气扑鼻而来。甘永云告诉记者，因为

龙头山的花椒和核桃出名，自己就做起了收购农产品的生意，2019 年又办起了

榨油厂，“销路好时直接卖鲜果，销路不好，村民可以拿核桃来榨油，收取每斤 1.5

元的加工费，去年收入就有七八万元”。

34岁的王啟会凭着好厨艺，在镇上的昭巧公路边开了一家餐馆，来往运输车

辆繁忙，饭店生意也好，“有时忙到夜里，虽然辛苦，但是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

2020年 12月，都香高速昭金段前 40公里建成通车，龙头山镇通了高速。为

巩固提升脱贫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龙头山镇还将打造特色旅游小镇。

用电量、货运量等实物量指标，是观察

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一系

列实物量指标持续向好，释放中国经济持续

稳步复苏信号。

用电量逐季改善

用电量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晴雨表”。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月初发布的《2020—

2021 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

告》显示，2020 年全社会用电量 7.51 万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3.1%，全国共有 27个省份用

电量为正增长。分季度看，2020 年各季度

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6.5%、3.9%、

5.8%、8.1%。报告认为，全社会用电量季度

增速变化趋势，反映出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以及国家逆周期调控政策逐步落地，复工

复产、复商复市持续取得明显成效，国民经

济持续稳定恢复。

“用电量，尤其是企业用电量，直接反映

企业生产运行时间长短。用电量增长越快，

通常也就意味着企业任务越饱满，整体产出

水平也越高。”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

员刘兴国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中电联电力统计与数据中心主任王益

烜表示，今年春节倡导“就地过年”，电力消

费呈现新特点。比如，在第二产业方面，福

建、山东、江苏、河南等多地鼓励企业连续生

产，出台了用电量奖励措施，在春节期间推

动工业生产稳定运行。同时，由于有相当一

部分企业员工留在工作单位所在地过年，也

有助于工业企业更早更快恢复生产，将拉动

第二产业及其工业用电量增长。考虑到城

镇电气化水平普遍高于农村水平，“就地过

年”总体上将拉高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增速。

铁路海运货运量增幅大

铁路货运量反映全社会物资流动的程

度。1 月份，国家铁路货运量再创历史新

高，货物发送量完成 3.24 亿吨，同比增加

3410 万吨，增长 11.8%；日均装车 17.3 万车，

同比增加1.94万车，增长12.7%。

数据显示，1 月份，中欧班列开行 1165

列、运送货物 10.9 万标箱，开行列数和货物

发送量同比分别增长 66%、73%，连续 9个月

保持单月开行千列以上。

“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消费者对产

品的需求，都需要借助铁路运输进行跨区域

调配来满足。铁路货物运输量在 1 月份创

下新高，表明企业对生产要素的运输需求旺

盛、社会消费需求强劲。”刘兴国认为，这些

实物量指标的向好，表明企业生产运营处于

较好状态，全社会产出量实现增长，经济总

体上呈现向好态势。

不仅是铁路货运，各大港口也迎来“开

门红”。1 月下旬，中国港口协会监测八大

枢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20.5%。

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9.8%。

此外，1 月份，挖掘机销量也延续了去

年以来的增长势头。据CME工程机械网预

估，1 月份挖掘机销量将达 2.05 万台左右，

同比增长106%左右。

全年经济增长态势乐观

“铁路货运、用电量、挖掘机销量等作为

表征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1月份同比

增长强劲，一是国内经济保持良好复苏态

势，需求端持续恢复，春节需求释放带动工

业企业增大出货量；二是今年春节较为特

殊，鼓励就地过春节，开工率有望强于往年；

三是去年国内新增专项债推动基建投资，带

动挖掘机销售强劲增长。”光大银行金融市

场部宏观分析师周茂华认为。

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降至 51.3%。周茂华认为，受季节、异常气

候及散发病例等因素影响，1月 PMI指数虽

略有回落，但继续位于荣枯线的上方，生产

和订单分项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企业补

库存意愿浓，反映出国内需求恢复态势

良好。

周茂华认为，目前国内需求端复苏仍滞

后于生产端，应继续落实好此前出台的各项

支持政策，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薄弱环节与重

点领域，降低融资成本，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保市场主体、稳定就业，鼓励消费新业态新

模式发展。同时，要关注能源材料价格上升

对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

专家表示，从整体趋势看，国内疫情受

控、就业市场整体稳定、政策继续对经济稳

定复苏形成支撑。后期，随着基建等项目陆

续开工，以及海外需求弱势扩张，国内经济

复苏态势比较确定。

刘兴国认为，2021 年我国经济增速将

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在去年较低基

数的基础上，加上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好

转，内外市场需求的表现，再叠加春节“就

地过年”措施积极效应的释放，2021 年一

季 度 的 经 济 将 实 现 较 高 速 度 的 同 比 增

长。二季度以后，经济增速将回落到正常

区间，全年经济总体上将呈现出较为乐观

的增长态势。

江苏省南通市166公里的长江干流

岸线，如今已成为生态绿廊。

2020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

到江苏考察，第一站就来到南通市崇川

区五山地区滨江片区，考察长江岸线环

境综合治理与长江水域禁捕退捕等

情况。

让富与美同行

正月初六，朱根兰和爱人宋井华就

忙开了。2020 年 12 月 25 日，狼山镇街

道同心社区九组居民朱根兰一家和其

他 800 多户居民一起，拿到了回迁新房

的钥匙。

“原来，我们同心村就在长江边上，

被五座山环绕着，一到下雨天村子就被

淹，附近码头的粮油厂晚上一开工，吵

得人睡不着觉。”朱根兰说，2016 年 11

月签下拆迁协议后，自己一直盼着住进

新家。搞装修的宋井华接了5户回迁户

装修新家的活，正月初六就开工了。

而对于曾经的临江村村民吴湛来

说，岸线变化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今

年 65 岁的南通市崇川区狼山镇街道临

江家园居民吴湛打小生活在长江边

上。“小时候，我喜欢放学后来到长江

边，看着江上的风景和往来的轮船，还

能见到江豚。”吴湛说，临江村是个人多

田少的穷村，吃饱饭都成问题，改革开

放后，南通建起海港码头，村里的壮劳

力纷纷进厂打工。

“进了厂子有了稳定的收入，可人

们的怨言仍然不少。”吴湛说，沿江遍布

织布厂、化工厂、水泥厂，粉尘、噪音和

怪味让村里人苦不堪言；围网捕鱼的渔

船将垃圾丢在长江里，柴油、菜叶、塑料

瓶就漂浮在水面上。

港口成为南通发展的引擎，但港城

结合地带却成为当地脏乱差的集中区

域。为还江于民，优化长江岸线布局，建

设城市生态绿肺，南通下决心大力推进

长江生态岸线修复和保护工作：拆除 53

个非法码头，清理小杂船 2600 多条，关

停“散乱污”及化工企业近3000家，彻底

关闭 2 个沿江化工园区，新增造林面积

35万亩，沿江生态岸线占比增至60.6%。

“码头拆了，污染企业迁走了，村民

住进新小区，沿江造起生态公园，从环

境美日子穷，到日子好了环境差，再到

如今富和美都有了！”吴湛说。

实现绿色蜕变

“风一吹，硫磺满天飞。”南通市崇

川区狼山镇街道工作人员方峥告诉记

者，南通港狼山港区曾是全国最大的进

口硫磺集散地，基础设施陈旧，环保条

件跟不上，老百姓一晒被子就沾满硫

磺粉。

“狼山、军山、剑山、黄泥山、马鞍山

临江而立，五山及滨江片区占地面积近

20 平方公里、江岸线 14 公里。”方峥记

得，2017 年初，南通启动实施五山及沿

江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力求从根

本上破局市区沿江段几十年工业集聚

带来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困。

“狼山管理办一直将五山地区生态

修复保护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努力将

五山地区打造成长江大保护的典型示

范工程，统筹推进‘产业退、港口移、城

市进、生态保’的目标。”南通狼山旅游

度假区党工委书记、管理办公室主任成

宾告诉记者。

硫磺堆场、水泥厂和“散乱污”小企

业，该搬的搬，该关的关；危化品码头、

硫磺码头、集装箱码头全部退出；6.5 万

平方米的河道周边各类违建全部拆除；

退出沿线港口货运功能、腾退修复岸线

12公里；征地拆迁、规划设计、项目建设

等工作统筹协调推进；曾经小景区、老

港区、破厂区、旧小区相互交织的城市

“后巷”，慢慢蜕变成南通的生态绿核。

（下转第二版）

江 岸 边 建 起 生 态 绿 廊
——江苏省南通市五山地区滨江片区走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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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物 量 指 标 飘 红 说 明 了 什 么
本报记者 熊 丽

2 月 17 日，游客在

北京北海公园游览。

春节假期，北京市

属公园免费开放，7 天

内共有 164 万市民游客

游园赏景、欢喜过年。

赵 晶摄

□ 本报记者 薛海燕

不寻常的假期，带来不寻常的商机。

“网上年货节”截至2月10日的节前网络

零售额超过 7000亿元；在线餐饮销售额

同比增长近50%；春节期间，全国电影票

房收入突破 70亿元……今年春节假期，

消费业态变化带来的市场繁荣，彰显了我

国巨大的消费潜力。

当前，我国消费需求越来越呈现提

质、转型、分化、创新等新趋势、新特征，

新的消费业态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既

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便利了人们

的生活。比如春节期间，无接触交易、网

购年货、“云端过节”等消费方式就成为

新潮流。

消费业态变化背后有强大基础支

撑。如“2021年全国网上年货节”，看似

简单的网上购物，背后却涉及从消费品

生产到物流配送，从疫情防控到消费品

行业与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

创新，乃至于人员物资的组织调配等多

个环节链条。而我国在这些环节和链

条上正不断积累发展优势。

应当看到，我国消费市场发展还存

在一些短板，释放消费潜力仍面临一些

体制机制约束，特别是新消费增长潜力

释放尚不充分，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

仍然滞后，基础设施、服务能力还存在

一些薄弱环节。

为此，应把加快培育新消费、促进

消费创新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机结合起来，着力促进新的供给和产业

体系加快形成，不仅要促进消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完善消

费基础设施，促进各类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还要加快提高供给质量，促进商品和服务供给从中低端迈

向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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