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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震十年習近平考察映秀
向罹難同胞敬獻花籃 了解震後振興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視點

#

及中新社報道，今年是汶川地
震十周年，正在四川考察的中

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昨日上午前往當年地震震中所在汶川縣映秀
鎮考察。在漩口中學遺址，向汶川特大地震罹難同胞和在抗震救
災中捐軀的英雄敬獻花籃，並三鞠躬。他叮囑一定要把地震遺址
保護好，使其成為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總書記來到映秀鎮，實地察看這裡震後
十年的發展振興情況。在當地群眾經營
的製茶坊，總書記了解發展茶產業帶動
群眾致富的情況，還親自操作打酥油
茶。在村民開辦的飯店，總書記問生意
怎麼樣，一家人的生活過得好不好。他
還體驗了炸酥肉和磨豆花的過程。總書
記轉動磨盤，笑着說：「很練臂力啊，
真是越磨越帶勁。」現場響起陣陣歡聲
笑語。

勉互聯網打開銷路
離開映秀鎮後習近平乘車來到成都
市郫都區唐昌街道戰旗村。在「精彩戰
旗」特色產業在線服務大廳，習近平仔
細觀看了「互聯網+共享農業」互動種
養平台，鼓勵村民用好互聯網、打開產
銷路子。在「唐昌布鞋」展示台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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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國旗國旗真美麗》。
純真的歌聲打動了在場的人
們。習近平帶頭鼓掌，稱讚她唱
得好，發音很準。
習近平對吉好也求一家人說，
看着你們生活一天一天好起來，
我很高興。希望孩子們都能過上
幸福生活。
■新華視點

在昭覺縣
三岔河鄉三
河村，習近
平走進貧困戶吉好也求的家，仔
細察看一家人生產生活情況。
得 知 10 歲 的 吉 好 有 果 喜 歡 唱
歌，習近平問她：「要不要唱一
首啊？」小姑娘爽快地回答：
「要！」話音剛落就唱起在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在四川涼山考察脫貧攻堅工作時強調，打贏脫貧
攻堅戰，特別要建強基層黨支部。村第一書記和駐村
工作隊，要真抓實幹、堅持不懈，真正把讓人民群眾
過上好日子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
11 日上午，正在四川省考察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深入大涼山腹地，走進昭覺縣三岔河鄉三河村。
沿着崎嶇山路，他一一走訪貧困戶，並與村民代表、
駐村扶貧工作隊座談交流，結合當地特點給村民們支
招致富路。
習近平表示，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們的
奮鬥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一個家庭、
一個人都不能少。
一位彝族村民告訴習近平，以前她生病了，以為是
有鬼附身，後來村幹部告訴她，「鬼」就是那些因不
講衛生而滋生的病菌，只要改變生活習慣，把家裡和
個人的衛生搞好，就會少生病。
聽了她的敘述，習近平接過話來說，過去的確是有
「鬼」的，愚昧、落後、貧窮就是「鬼」。這些問題
解決了，有文化、講衛生，過上好日子，「鬼」就自
然被驅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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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孩子歌聲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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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很多小朋友剛來的時候連普
通話都不會說，衛生習慣也不太注
意。我們通過『小手拉大手』，先
培養孩子們良好的衛生習慣，再慢
慢改變家長們的觀念。」魏玲告訴
記者。
「3 年的努力沒有白費，彝區的兒
童尤其是女童入學率已經達到
100%。2018 年，我們計劃投入 200
萬元（人民幣，下同），改善 289 個
村幼教點的基礎設施建設，讓孩子
們能在更好的環境裡上課！」越西
縣教科局副局長劉正國告訴記者。

離開越西縣大花鄉瓦爾村的幼教
點，記者來到了海拔 2,800 米的喜德
縣冕山鎮小山村，這裡是四川省首
家農民夜校所在地。

傳授養殖技術 助農致富增收
「白天，村民們分散在田間地頭
務農、放羊，很難聚在一起，晚上
大家自發到夜校上課。首先，我們
要把黨的好政策向學員們講明白、
講透徹。其次，通過講解《農民夜
校綜合實用教材》，不僅教大家學
說普通話，還教村民學習養殖技

術、政策法規。」小山村駐村第一
書記劉承雨說。
「2017年5月，夜校的老師帶着我
到雅安學習怎麼經營農家樂，回村
以後我就辦起了彝家樂，這還是村
裡的第一家呢！」依託小山村的自
然風光，村民陳寶瓊的彝家樂為遊
客們做彝餐、提供住宿，已經掙了 2
萬多元。
老百姓需要什麼，農民夜校就安排
講什麼，涼山州的3,745所農民夜校真
正成為了提升農民素質，促進農村產
業發展，助農致富增收的重要抓手。

15 省區市生態保護紅線劃定方案獲批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環
境保護部昨日在北京發佈消息說，京津
冀 3 省市、長江經濟帶 11 省市和寧夏回
族自治區共 15 省區市生態保護紅線劃定
方案已獲國務院批准，按要求山西等其
餘 16 省份將於今年底前完成生態保護紅
線劃定，最終形成生態保護紅線全國
「一張圖」。
環保部自然生態保護司司長程立峰昨

日對記者說，15 省（市、自治區）劃定
生態保護紅線總面積約 61 萬平方公里，
佔 15 省區市國土總面積的四分之一左
右，主要為生態功能極重要和生態環境
極敏感脆弱地區，涵蓋了國家級和省級
自然保護區、世界文化自然遺產、濕地
公園等各類保護地。這 15 省（市、自治
區）生態保護紅線共涉及 291 個國家重點
生態功能區縣域，縣域生態保護紅線面

積平均佔比超過40%。
程立峰表示，目前已批覆國家生態保
護紅線監管平台建設，總投資 2.86 億元
人民幣，預計 2020 年底前建成。下一
步，盡快研究制定生態保護紅線嚴守政
策，明確生態保護紅線差別化的用途管
控、准入清單、生態保護補償、評價考
核等政策措施，最終建立生態保護紅線
制度。

脫貧攻堅 建強基層黨支部

在涼山考察脫貧攻堅工作時，習近平強調，打贏脫
貧攻堅戰，特別要建強基層黨支部。村第一書記和駐
村工作隊，要真抓實幹、堅持不懈，真正把讓人民群
眾過上好日子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
離開昭覺縣解放鄉火普村時，村裡的男女老幼排起
長長的隊伍，同習近平依依惜別。
村黨支部書記向習近平獻上彝族傳統服飾「查爾
瓦」，表達對總書記的愛戴和感激。習近平身披「查
爾瓦」，同鄉親們握手道別。
「習總書記卡沙沙（謝謝）」、「習總書記庫史木
撒（新年好）」、「習總書記子莫格尼（吉祥如
意）」，問候和祝福聲此起彼伏。
隊伍裡有人唱起彝族民歌《留客歌》，鄉親們跟着
唱了起來。深情的歌聲唱響了對美好生活的無限憧
憬。

利用資源抓教育 男女老幼皆受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濟日報》報
道，為幫助彝區農村孩子過好語言關、
養成好習慣，涼山彝族自治州通過利用
村支部活動室、閒置村小、彝家新寨活
動場所等富餘公共資源，大力實施「一
村一幼」計劃。截至去年末，涼山州開
辦村級幼教點 3,038 個，開設班級
3,900個，招收幼兒11.64萬名，聘用
上崗輔導員7,629人。
越西縣大花鄉瓦爾村的幼教點設
在村支部活動室裡。10 多名彝族小
朋友穿戴整齊，端坐在小凳上，老
師魏玲正在教他們背兒歌、做遊

驅除愚昧落後 聚眾力建小康

民熱情地拿起一雙布鞋想送給總書記，
習近平笑着說：「我花錢買一雙！」
成都市郫都區戰旗村裡喜氣洋洋，
村民們正在村裡佈設的春節一條街上照
全家福、寫春聯、做湯圓。看到習近平
總書記來了，大家興高采烈地向總書記
問好。正在照全家福的一位老人握着總
書記的手，激動地說：「您是我們的好
領袖，中國人民的福星。」總書記答
道：「謝謝，我是人民的勤務員，是為
人民服務的。」
在戰旗村，習近平對鄉親們說，在
實現了溫飽、實現了全面小康以後，我
們還要繼續振興鄉村。中國有 13 億多
人口，吃飯問題始終要靠自己解決，無
論城鎮化怎麼發展都會有幾億農村人
口，我們不能一面有繁榮的城市，一面
卻是落後甚至衰落的鄉村。農村的發展
不單是產業發展，不單是物質文明，精
神文明、文化生活也要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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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空氣質量排名 北京第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環境
保護部昨日向媒體發佈 2018 年 1 月空氣質量
排名相對較好的 10 大城市，依次是：海南海
口、福建福州、河北張家口、浙江舟山、福
建廈門、浙江麗水、貴州貴陽、雲南昆明、
北京和西藏拉薩。在被調查的 74 個城市中，
北京位列第九。
監測顯示，今年 1 月，北京市優良天數
比例達到 80.6%，同比上升 29 個百分點。

細顆粒物（PM2.5）濃度為每立方米 34 微
克 ， 同 比 下 降 70.7% ； 可 吸 入 顆 粒 物
（PM10）濃度為每立方米 64 微克，同比
下降 51.1%。
據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中國環境監
測總站聯合會商預測分析，2 月大氣環流呈
明顯的階段性變化，前期污染物擴散條件較
好，後期擴散條件轉差，北方地區靜穩天氣
發生概率將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