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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八月十九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10月
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孟加拉国总
统哈米德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
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孟友
谊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建交 45
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增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孟两
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并肩抗击
疫 情 ，谱 写 了 中 孟 友 谊 新 篇 章 。
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
哈米德总统一道努力，加强两国战
略对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将中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
新高度。

哈米德在贺电中表示，孟中关

系日新月异，现已涵盖关键领域合
作，孟加拉国对此高度重视。中国
在孟加拉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持
续提供支持，对此我深表感激。我
相信，两国间的亲密友好关系将在
未来不断深化。

同 日 ，国 务 院 总 理 李 克 强 同
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互致贺电。
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方愿同

孟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
中 孟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行 稳 致
远 ，更 好 造 福 两 国 和 两 国 人 民 。
哈西娜在贺电中表示，两国间久
经考验的友谊与合作催生了孟中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孟中合作得
以强化，释放出在本地区乃至全
球维护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巨大
潜力。

就中孟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同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互致贺电

秋收季，稻菽香。
铁岭市昌图县老城镇胜利村，

玉米大田一片金黄。“顶住了伏旱、
三场台风和降雨，玉米没有倒伏，表
现跟去年一样好。”阳宇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忠华表示，今年
还是丰收年。

田间生长的是希望，粮仓充盈
的是喜悦。辽沈大地，万顷良田，农
耕文明福祚绵延，绘就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时代画卷。
一组数据为佐证。“十三五”

以来，我省第一产业产值与农民
收入持续增长，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稳定在 2000 万 吨 以 上，农业结
构趋于合理，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逐年增长……对标《辽宁省现
代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所
制定的发展目标，我省努力提升

包括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等各项
约束性指标。去年，第一产业增
加 值 实 现 2177.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5%，高于全国 0.4 个百分点。农
民增收效果明显，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实现 16108 元，同比增长
9.9%，远高于 GDP 增长速度，居全
国第九位。

（下转第二版）

五年来，我省努力提升包括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等各项约束性指标——

“金扁担”挑来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李 越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国
庆假期，许多沈阳市民走进图书
馆、书店，尽情享受读书的快乐。10
月3日，省图书馆大厅内人来人往，
丰富的书籍、舒适的环境吸引了
大批读者。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林
先生告诉记者：“平时工作很忙，正
好趁着假期给自己充充电。”

记者发现，不少市民都是带
着孩子来图书馆的。在展览展示
厅，“风从东方来”2020 年东方娃
娃原创绘本奖作品展吸引了不少
市民。展览展出来自世界各地20
多个国家的国际化原创绘本获奖
作品。今年读四年级的欧阳乐谚
看得津津有味。孩子的母亲告诉

记者：“这个长假，让孩子在图书
馆里汲取营养，感受文化氛围，我
们觉得很有意义。”

除了图书馆，还有不少市民
选择到书店里看看书，顺便买几
本带回家。当天下午，位于一家
大型商场里的连锁书店，书橱间
的矮凳上、地上以及店内藤椅上

都坐满了读者。读者柳杨对记者
说：“想在假期里多看会儿书，多
学点东西。”大学生小钱则高兴地
表示，国庆假期是抗疫斗争取得
重大成果以来的第一个长假，特
别有一种过年的感觉，来书店看
看是否有图书优惠，一下子就选
购了好几本平时没舍得买的书。

沈阳：市民“阅”享文化假期

天下万物，最美总在一瞬
间；世间万事，最难只在坚守
中。榜样的力量，犹如浩瀚海
洋中的灯塔，照亮前行的方向。

在日前举行的全省政法系
统“榜样力量”先进事迹报告会上，一
个个先进典型生与死、血与火、情与泪
的感人事迹，催人泪下，发人深思。来
自不同岗位的榜样，或将青春和热血
奉献给党的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或长期扎根基层，在平凡的岗位上取
得骄人的业绩；或精研业务，在前进路
上不断攻城拔寨、攻坚克难……他们
的一言一行，彰显为民初心；一点一
滴，书写责任担当！

典型就是旗帜，榜样就是力量。这
些先进典型为我们树起了价值标杆，注
入了精神力量。见贤思齐，就要用榜样
的力量感染人、鼓舞人、带动人，用严格
的尺子衡量自己，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
己，在本职岗位上努力创造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学习他们，就要像他们那样信仰
坚定、对党忠诚，始终做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汲取榜样力量，要永葆忠
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的政治本色，无论何时何地都
不忘理想信念，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肩负历

史使命勇毅前行。
学习他们，就要像他们那样恪尽

职守、担当务实。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他们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在各自
的岗位上笃行、坚守，练就硬脊梁、铁
肩膀、真本事。汲取榜样力量，要勇于
担当负责，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以坚忍
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
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学习他们，就要像他们那样心系群
众、无私奉献。将责任融入血液、将百
姓装进心里，他们带着感情、带着温度、
带着责任忠诚为民、无私奉献。汲取榜
样力量，就要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放在首位，尽力
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好事。

“榜样照亮了时代，照亮了我们前
行的路。”让我们向先进学习、向典型
靠拢、向榜样看齐，从榜样的身上汲取
信仰之力、实干之力，用实干担当书写
辽宁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从榜样身上汲取实干之力
侯永锋

铁岭市昌图县福德店，辽河干流
之源。东西辽河在此相遇，汇聚而成
的辽河干流，以此为源头，开启了在辽
宁1390公里的旅程。

一只水鸟从湿地草丛中蹿出，
振翅高飞。“这些年通过自然封育，
生态好了，鸟也多了，还能看到天鹅、
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每年都会吸引
不少摄影爱好者来拍鸟。”昌图县水
利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云龙告诉
记者，10 年前的辽河干流之源可不
是这样，鱼虾绝迹，河滩地都被附近
村民种上了庄稼，春天一起风，10 米
外看不着人。

劣五类的水质让辽河失了颜值，
淤堵的河道也让辽河多了险情。铁岭
市痛下决心，对辽河铁岭段进行全面
治理。从2010年开始，铁岭市加强干
流防洪治理，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工
程，还辽河清澈，给两岸添绿。

2010年至2018年，铁岭市共投资
1.4 亿元，治理辽河干流险工险段 33
处、重点弯道8处，治理岸坎290公里，
清淤疏浚河道80公里，清除套堤9处，
2019年又对辽河干流2处河道险工、1
处排洪渠、1处源头区、1处橡胶坝进行
治理、提升和改造，河道岸线稳定，泄
洪能力明显增强。 （下转第二版）

两岸湿地打造水美铁岭
本报记者 徐铁英

振兴
论坛

本报讯 记者蔡晓华报道
10 月 3 日，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
延续了国庆长假前两天的人气。
纪念馆正门前，等候参观的人排
起了一条长长的队伍。

“室内的展馆一个也没落，非
常值得一看，不虚此行！”90岁的周

玉银老人告诉记者，他们祖孙四代
一大早就来了，儿孙们用轮椅推着
他转了1个多小时，“一件件文物，
让我感受到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
利来之不易，也对我们祖孙进行了
一次红色教育，让我们度过了一个
特别有意义的国庆节”。

记者了解到，今年 9 月，抗美
援朝纪念馆新馆开馆后免费开
放，观展采用线上预约。为迎接
长假人流高峰，纪念馆将观展预
约人数上限由过去的每天3000人
增加到 4500 人，依然无法满足需
求，10月1日以来每天爆满。

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天天爆满

本报讯 记者严佩鑫报道
“表哥，你们也来了呀！”“我们来
看《我和我的家乡》。”“真巧真巧，
我们也是。同一场呀！”10 月 4
日，辽阳万达影城，辽阳市第一中
学初一学生陈施禹岐和表弟冯俊
淏两家人吃过午饭后相约一起观
影，没想到与表哥关渤潇一家不
期而遇，三个小男孩，开心地聊
着，像过年一样高兴！

无需排队，自动测温，戴好口
罩。国庆节期间，辽阳各大影院
欢声不断。全家人一起观影成为
许多家庭的首选亲子活动。

“老好看了呀！和去年上映
的《我和我的祖国》一样好看，有
笑有泪的。”刚刚和妈妈一起观看
了《我和我的家乡》，白塔区文圣
街道襄平社区工作人员谭雯月
说，现在观影秩序特别好，大家都
注意防护，戴口罩。

相比 7 月底影院复工初期，
国庆节前一周，辽阳各大影院接
到通知，将单场最高上座率上调
到75%。连日来，随着《我和我的
家乡》《夺冠》等主旋律电影的热
映，辽阳各大影院观影人数也在
逐步回升。尤其是国庆假期，观
影人数日渐增多。根据现阶段统
计数据，辽阳群众观影积极性较
高，各影院观影人群和热度已恢
复至接近疫情发生前的水平。

辽阳：
全家观影像过年

10月4日，市民在沈阳市皇寺庙会逛民俗大集，享受快乐假期。
图为一位小朋友在欣赏面塑作品。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逛庙会赏民俗

10月3日晚，在朝阳凤凰山旅游景区，凤凰台城市山地公园的北极光灯光秀
和灯光展吸引了众多游人。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本报讯 记者张海浪报道 不久
前，由4位百万级流量网络达人组团推
介本溪城市内涵和旅游资源的“新溪游
记”活动结束，收获了9400多万网络阅
读量，被称为“行走的新闻发布厅”。

这新颖的方式打破城市推介的固
有印象，成为本溪市打造“溪游记”城
市文旅品牌系列宣传的重头戏，也为
本溪市“十一”黄金周增加了人气。

“溪游记”是本溪市委宣传部和文
旅部门去年底确定的城市文旅推介品
牌。今年上半年，推介重点主要在线
上，通过微信公众号，“云上溪游”栏目
以章回体进行连载，采用活泼生动的
网络语言、群众语言及相应的古典诗
词，配以精彩的摄影作品，将本溪的风
景、人文、植物等传神地进行推广传
播，令人耳目一新。

今年国庆和中秋两节叠加，加上旅

游市场逐渐回暖，依据对本溪各重点景
区的大数据分析，今年黄金周期间，全
市旅游接待人数有望达到往年同期的
七成。为此，本溪市除了有针对性地加
大常规旅游宣传力度，同时策划了这次

“新溪游记”移动式城市宣传。
美好的“溪游记”，不仅吸引游人

来，还要让游人玩得好。为此，本溪市
突出文旅融合、体旅融合优势，围绕第
十六届本溪枫叶节，设计推出12项系列
活动。各景区也纷纷行动，小市一庄增
加演艺项目，花溪沐景区则把重点放在
互动化、沉浸化服务平台的建设上。

为确保节日旅游市场安全稳定，
本溪市加大对旅游市场检查监管力
度，对景区的道路交通、设施设备、消
防安全、合法经营等进行专项执法检
查。交通部门也进一步打通了公路上
的断点和堵点，为旅游畅通保驾护航。

贴近时尚 注重效果 创新方式

“溪游记”成为本溪城市文旅推介新品牌

朝阳上演灯光秀

节日期间，打开电视，节目里吟
诵歌咏着诗词名篇；走进书店图书
馆，书架上经典书籍等待着取阅；前
往博物馆、展览馆，古老的文物讲述
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书画作品展
现了艺术创作的成果；在影院剧院
里，电影大片、戏曲表演、交响音乐
会等精彩纷呈……浓浓的文化氛
围，是这个长假的一大特色。

节日和文化密不可分。传统节
日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节日的形成过程，也是文化长期
积淀凝聚的结果。文化赋予节日仪

式感，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节
日更有味道，更能吸引公众参与，能
更好地传承发展。

文化生活是人民向往的美好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决胜全面小康
的征途上，要有物质丰富，也要有文化
繁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
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的繁荣兴盛。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
荣辱”，精神层面的需求，并不如饥
要食、渴要饮那样发生得直接，而是
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够
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国家有发展

文化事业的任务，个人也有接受文
化熏陶的自觉。

今年的国庆与中秋假期重合，
是难得的家国同庆，能够让人感受
到更为浓厚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
需要文化的涵育，从小时受家庭呵
护，到成人能够担负家庭的责任，从
小时依恋父母，到成长能孝敬父母，
从关切身边亲朋好友推而广之，到
热爱家乡，热爱国家，热爱人民。在
日积月累的文化熏陶中，我们能够
涵育出坚实的家国情怀。

（据新华社杭州10月4日电）

文化为舟，情怀致远
新华社记者 冯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