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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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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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汶川特大
汶川縣映秀鎮是「5·
地震震中地。12 日上午，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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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說：「很練臂力啊，
真是越磨越帶勁。」現場響起陣陣歡聲
笑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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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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 驗 炸 酥 肉

彝族孩子歌聲讚

親 打 酥 油 茶
■ 習近平在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三岔河鄉三河村跟孩子們打招呼
習近平在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三岔河鄉三河村跟孩子們打招呼。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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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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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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資源抓教育 男女老幼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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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熱情地拿起一雙布鞋想送給總書記，
習近平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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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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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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穗機場啟用智能平台 保春運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春運安保，機場航班安全無疑是重中之重。
12 日，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走訪全國最為繁
忙機場之一的廣州白雲機場發現，機場警局
於春運期間啟用全國最先進的全新一代智能
應急指揮中心，該智能平台集成接警、應急
指揮、特警巡防、交警管控等於一體，可實
時監測和及時處置白雲機場及省內其他機場
出現的突發事件。在航班貨物安檢方面，為
確保旅客「座椅下」安全，智能系統在每天
4,000 多噸進出港貨物中，發現可疑情況可迅
速倒查問題貨件，迅速處理。
與鐵路相比，民航運輸客流高峰略晚 2 至 3
天。12 日，白雲機場迎來春運以來旅客最高
峰日起降旅客在 20 萬人次以上，起降航班在
超過1,500架次。

監控處置無死角
春運啟動以來，白雲機場已累計起降航班
1.51 萬架次，抵離旅客逾 208 萬人次。密集的
客流，機場安保面臨的挑戰也巨大。 為此，
廣東省公安廳機場公安局正式啟用新一代應
急指揮中心（又稱反恐應急指揮中心），作
為全省機場安保的指揮「中樞」。在位於白
雲機場的指揮大廳可以看到，一張近 30 平米
的電子顯示屏上，來自白雲機場及省內其他
機場的航站樓、候機大廳、機場周邊道路等
實時視頻監控畫面來回切換顯示，視頻中的

人員、貨物、車輛清晰可見。
據警務指揮處處長秦余勝介紹，該指揮中
樞進駐了 110 接警、應急指揮、特警巡防等多
類作戰單元，形成聯勤聯動、合成作戰模
式。除了實時監控，還可通過該系統快速處
理和流轉各類安保指令。
「通過該智能系統，春運 11 天已經抓獲 3
名在逃人員。同時，白雲機場的大巴盜竊犯
罪，甚至出現零發案的情況。」秦余勝說。
航班安全，隨飛機起降的貨物無疑會被
「重點照顧」。位於白雲機場北邊的國際貨
站區，春運期間每天有近 5.000 噸貨件和各類
年貨進出。
在智能安保系統下，每發現一個問題貨
件，指令會立即上報，迅速倒查，並即時完
成處置程序。春運截至目前，已經有 2 宗問題
貨物被及時發現，消除了航班安全隱患。

■白雲機場迎來旅客出行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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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安保工作帶來了巨大挑
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每日近千人證件出紕漏
搭乘火車要持身份
證，乘飛機更須出示身
份證。香港文匯報記者
12 日在白雲機場卻發現，春運高峰，忘帶身
份證、遺失身份證、持過期身份證的旅客不
在少數，機場派出所每天受理的個案高達 900
宗。
當日，在白雲機場一號航站樓派出所可以
看到，警務室臨時辦證窗口前，數十人的隊
伍排起了長龍，隊伍甚至比航站區辦理登機
牌的旅客還要長。據介紹，這些旅客都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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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公安廳機場公安局新一代智能應急指
揮中心（又稱反恐應急指揮中心）啟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傳授養殖技術 助農致富增收

隨身攜帶或遺失身份證件，有的還是持過期
身份證前來。與從容辦理登機手續的旅客相
比，這裡的旅客普遍心急如焚。
機場民警表示，隨着客流高峰的到來，這
類無證或持過期身份證的旅客逐日攀升，最
高峰日處理的個案近 1,000 宗。
據介紹，為方便旅客，辦證窗口一側，有
多台證件照自助拍攝設備，而值班窗口的民
警也會根據不同情況，加速為旅客從速辦理
臨時身份證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粵4條出省高速路擁堵
最長車龍22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 新 社 報 道 ， 春 節 臨
近，自廣東北上返鄉過年的車流也越來越
多。12 日，廣東韶關高速交警部門透露，韶
關四條高速出省通道擁擠，最高峰時車龍長
達 22 公里。
每到春節前，離粵北上回家過年的車流便
會「擠爆」各大高速公路。據悉，從 2 月 9
日開始，韶贛高速公路、京港澳高速南段車
流明顯增多，大量小車經由韶贛高速轉武深
高速在韶關境內的仁新高速行駛。
從交警提供的近幾日數據比較，節前北行
出省車流最高峰是 2 月 10 日，數以萬計珠三
角號牌的小車蜂擁進入韶關境內，途經樂廣
高速、京港澳高速韶關段（京珠北）、韶贛
高速以及 2017 年底新開通的仁新高速北上或
東行。
2 月 10 日 10 時 30 分，韶贛高速往贛州方
向 K25 至 K47 車流量持續攀升，車龍最長一
度長達 22 公里，韶關交警高速二大隊民警迅
速在大塘收費站出口採取分流管制措施，引
導湖南方向車輛轉仁化國道行駛，同時民警
與路政部門聯合，迅速在丹霞樞紐轉仁新高
速的匝道臨時用椎筒間隔出兩個通道，由原
來的一條車道變成二條通道後，車龍很快得
以疏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