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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吹过巍巍岷山，古茶树叶露新
芽。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
川县映秀镇，早起的人们邀约着上山
采茶，山林间孕育着勃勃生机。

这里是 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的
震中。

山崩地裂的灾难犹在记忆中，眼
前，那些曾经满目疮痍的极重灾区，早
已变成漂亮的小楼、干净的人家、繁盛
的物流。

从汶川到绵竹，从北川到青川……
那些个体不屈的命运之变，群体接续的
前行之迹，整体兴起的产业之势，都向
我们展示着中国力量铸就的重建奇迹。

有一种大爱被传递
绵竹市汉旺镇，时钟被大地震永

远定格在14时28分。
被埋废墟近30个小时，解放军救

出了顽强求生的舞蹈教师廖智。她失
去了双腿、10 个月大的宝宝和家庭。
然而，她以常人难以忍受的苦，咬牙坚
持活出了别样的色彩。

康复仅两个月后，她表演的无腿舞
蹈《鼓舞》登上舞台，她一次次在大鼓上
飞翔，一次次奏响挑战命运的鼓声。这
段生命不屈之舞，震撼了所有人！

“我这条命是解放军和政府救回
来的，我很感恩！”廖智说。

2013年芦山地震，她来到灾区当
志愿者，去看望和陪伴住院的芦山地

震受伤人员。看到一名 11 岁男孩因
为左腿截肢，手术后一直不说话。廖
智轻轻地安慰着他：“你看，阿姨也是
装了假肢。我一条腿比你的还要短一
点。你将来一定能站起来，像阿姨这
样行走。”

孩子的眼睛重新燃起了光芒。
如今，廖智和丈夫启凡共同创办

了“晨星之家”，为截肢者提供一对一
假肢康复服务，至今已累计帮助60多
名身障人士重新站起来。

从创伤中愈合的汶川灾区人，自
发传递着生命的律动：

——昔日北川中学截肢孩子代国
宏，后来成为游泳运动员，夺得国家和
省市比赛9枚金牌，人称“无腿蛙王”。

——2020 年春节武汉封城，90
后绵竹女孩王利留了下来，驾着私家
车送发烧者去医院，连续坚持一个多
月！“我不怕，汶川地震时很多人来帮
我们，我也要帮大家！”

有一种陪伴，最长情
“茶祥子”就在映秀镇的最里头。

慢慢走近，一股茶香悠悠而来。
主人蒋维明是西路边茶（藏茶）传

统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为重振汶川
映秀的制茶技艺，2012年汶川县政府
从蒙顶山将他请到了映秀。

“来之前，脑海里还停留着映秀地
震时的画面，没想到这里是如此干净

秀美！”蒋维明说。
几乎全毁的映秀镇在原址上进行

了重建，集镇所有房屋均对断裂带进
行了有效避让；住房按8级抗震设防；
考虑到百姓生计，新居设计成一楼商
铺、二楼三楼住宿的结构。

细心的蒋维明发现，住进新房的
映秀人内心深处仍潜藏着伤痛。他注
意到，每天都有党员干部走家串户，有
困难时纾解困难，更多的则是陪伴：

——地震中摔伤尾椎、时任映秀
镇党委副书记的徐才英，白天操心着
镇里旅游和居民就业，晚上常到居民
家里坐坐，摆摆“龙门阵”（聊天）；

——一支在地震中打着党旗前来
的天津“党员抗震救灾突击队”，来了
就再没离开，在重灾的渔子溪村成立
了临时党支部。负责人邹凌把党组织
关系转到了映秀镇，当选为渔子溪村
党支部书记；

蒋维明和妻子搬来映秀长住，成
为镇上的新居民。在当地政府的支持
下，他盘活了映秀镇和周边1100亩古
茶园，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

千千万万的人帮助着汶川灾区。
按照党中央“一省援建一县”的部署，
广东援建大军带着干粮开进汶川，

“5+2”“白+黑”，仅用不到 500 天，援
建汶川县“十大民生工程”的333项建
成并交付使用。

三年重建任务两年提前完成，这种
一度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硬是在
党率领全国人民合力托举下完成了。

四川省统计局发布“5·12”汶川特
大地震 10 年重灾区经济发展报告显

示，2009年至2017年，包括汶川、北川、
绵竹、什邡在内的10个极重灾区年均
增长13.1%，比全省高2.1个百分点。

有一种无惧，跟党走
“一臂独擎，天大困难能战胜；二

人连心，地动山摇何所惧！”横批：“自
强不息”！

这副对联，在汶川地震极重灾区
之一的四川省青川县家喻户晓。震
后，它就书写在青川县乔庄镇枣树村
57岁农民石光武的家门上。

石光武小时候因事故致右手残
疾，妻子张正芳是聋哑人，他们一起
努力，在村里开了一间小卖部。汶川
大地震来袭时，石光武的住房和小
卖部全部倒塌。在救援队伍的帮助
下，两天后他就在路旁搭起两间过
渡房，临时小卖部又开张了。2008年
国庆节前他家搬进新房，成为当地最
先搬入永久性住房的农户。2009 年
6 月，全村 207 户受灾农户全部住进
了新房。

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结束后，
当地政府迅速将重心转移到脱贫攻坚
上来，2011 年启动第一轮特困村建
设，2019 年实现脱贫摘帽，截至 2020
年，全县累计减贫9809户30338人，全
面小康取得决定性进展。

“变化相当大！现在我的小卖部
一年纯收入2 万多元，家里还种了玉
米、油菜、茶叶。”石光武说，“坚决跟党
走，加油干，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记者 谢 佼 萧永航
据新华社成都电

陪伴·大爱·信念
——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精神力量

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7.67 万亿元，在上年同期基数较高
的背景下多增了5741亿元。12日，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一
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时表示，我国货
币信贷合理增长，保持了支持实体
经济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提高了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后劲。

一季度，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不减，信贷多增明显。
对此，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
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以来，金融机构信贷对实体经
济支持力度稳固，金融机构贷款总
量平稳合理增长，有效满足了实体
经济贷款的需求。

央行的数据显示，3 月末，我国
广义货币（M2）余额227.65万亿元，

同比增长9.4%。
孙国峰表示，今年以来，我国货

币政策稳字当头，货币信贷保持合
理增长，信贷结构继续优化，预计全
年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
经济增速是基本匹配的。

在孙国峰看来，今年以来，我国
信贷结构继续优化，金融机构加大
对普惠小微企业、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的支持。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在一
季度新增贷款中，以实体经济贷款
为主的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5.35
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4.47
万亿元。截至2月末，我国普惠小微
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
增速分别达到35.5%和38.8%。

与此同时，一季度我国个人住

房贷款增速回落。数据显示，3 月
末，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
长14.5%，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低
0.2和1.4个百分点。

下一步，我国货币政策走势
如何？

孙国峰介绍，下一步，央行将坚
持跨周期设计理念，兼顾当前和长
远，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
持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
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
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
配。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做到小微企业综
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促进经济平稳
健康运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 吴 雨
据新华社北京电

解读一季度我国主要金融数据

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发展后劲足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黄玥）
为加强新兴青年的党史学习教育，
由共青团中央社会联络部指导，中
央企业团工委、中国青年出版总社
主办的“百年传承跟党走·新兴青
年央企行”党史学习教育红色采风
活动4月12日在京启动。

本次活动组织来自不同领域
的新兴青年深入各地红色教育基
地和中央企业采风，挖掘央企红
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奋斗

精神。
活动首站走进中国电信，采用

“云采风”和实地采风相结合的方
式，踏寻革命足迹。在启动仪式现
场，与会人员戴上VR眼镜，通过5G
云直播走进江西瑞金红军无线电总
队旧址，沉浸式感悟红色通信的历
史。启动仪式后，由网络主播、文
创青年等组成的采风团和网络作
家、行业专家等组成的导师团前往
上海，进行为期三天的实地采风。

开启党史学习教育红色采风活动

新兴青年走进央企寻革命足迹

据新华社贵阳电（记者余俊
杰）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11日
至13日组织二十多家境外主流媒
体的记者走进革命老区贵州，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革命老
区发展情况。

记者们来到国家大数据（贵
州）综合实验区展示中心、贵阳市
消防支队，通过现场观摩、聆听解
说，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历
程，感受大数据与实体经济、乡村

振兴、服务民生、社会治理等领域
的深度融合趋势。在遵义会议会
址及陈列馆，记者们观摩遵义会议
的有关展品、观看视频宣传片，并
现场采访党史专家。

多家境外媒体的记者表示，此
次走进贵州，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
革命奋斗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
此外，中国地方发展经验和新农
村建设成果，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多家境外主流媒体赴贵州采访

点赞地方发展经验和建设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优
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大力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尽最大努力
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
本公共服务人员等群体缓解住房
困难。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召开
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座谈会。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福州、南宁等
6 个城市政府及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说，发展保
障性租赁住房是党中央、国务院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城市人民政府
要把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解决新
市民、青年人住房问题列入重要议
事日程。他指出，要坚持小户型、
低租金，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
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
人员等群体缓解住房困难。

住建部提出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缓解新市民等群体的住房困难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朱宇
轩）今年的4月15日是第六个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也是香港国
安法实施以来的首个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
事务局局长聂德权12日表示，已
收到约 17 万名公务员签署的声
明，表示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
港特区。

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

等相关法例规定，香港特区政府自
去年以来先后分两次推动所有公
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香港基
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对特区政府
负责。

聂德权表示，根据《公务人员
（管理）命令》有关条例，基于公众
利益，对于未签署或未交回声明的
公务员，特区政府将要求其离开公
务员队伍。

约17万香港公务员签署声明

拥护香港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区

上图：泗洪县半城镇蟹农在蟹
塘里栽植水草（无人机照片）。

下图：泗洪县半城镇蟹农在蟹
塘里给螃蟹投食。

随着气温和水温逐渐回升，螃
蟹已经开始摄食生长。近日，江苏
省宿迁市泗洪县的蟹农们忙着在蟹
塘里投放饵料、栽植水草、调节水
质，到处是蟹农们劳作的身影。泗
洪县年养殖螃蟹近20万亩，年产出
螃蟹 2 万余吨，养殖螃蟹已成为当
地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之一。

新华社发

蟹农春日管护忙
据新华社昆明电（记者姚兵 张

雯）据云南省瑞丽市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消息，瑞丽市方舱（康复）医院已
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即将投入使用。

瑞丽市方舱（康复）医院分为工作
区和康复区。康复区内设有床位200
张，卫生间、洗漱台、淋浴室等生活设
施一应俱全。

据悉，瑞丽市方舱（康复）医院已
完成医院信息系统建设，配备有车载
CT 等医疗设备，能够实现与瑞丽市
中医傣医医院患者病历信息的互通互
转，实现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的远程会诊。核酸检测送畹町人民
医院PCR实验室检测，建立闭环运送
和结果反馈机制。

瑞丽方舱（康复）医院
即将投入使用

据新华社济南电（记者孙晓辉）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
悉，考古队员在对菏泽市孙大园堌堆
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
156座汉墓，并发现了9座东周墓葬、5
个商代灰坑和27个龙山文化灰坑。

孙大园堌堆遗址考古队执行领队
孙启锐介绍，该遗址位于菏泽市魏楼水
库西南部，整个面积1.3万平方米，年代
跨度比较大，从北辛文化、龙山文化、商
代、东周一直到汉代。专家表示，这次
考古发掘对研究鲁西南地区东周至汉
代时期埋葬制度有重要意义。

山东菏泽
发现连片汉墓

据新华社武汉电（记者田中全）
记者从湖北省公安厅获悉，湖北荆州、
石首两级公安机关捣毁一个特大贩卖
银行卡犯罪团伙，涉案银行卡 17438
张、关联出涉及全国28个省市的电信
网络诈骗案293起，涉案金额1000余
万元。警方成功抓获该团伙主犯付某
等4 名犯罪嫌疑人。目前，该案正在
进一步审查深挖中。

2020年10月，因银行卡开户名为
付某的多张银行卡涉及多起电信网络
诈骗案，付某进入湖北警方视线。湖
北省公安厅“打击电诈犯罪集中攻坚
专班”研判后，荆州、石首两级公安机
关立即开展侦查，将付某成功抓获。

案值超千万元
湖北警方擒“卡王”

记者从河北省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获悉，2021 年 1 月至
3 月，唐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7412万吨，同比增长22.93％。4月12日，
一艘轮船在拖轮的协助下向唐山港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靠泊（无人机
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唐山港一季度吞吐量同比增长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以当地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为支撑，不
断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大力推动全域旅游建设，助推乡村振兴。2021年
第一季度，江口县接待国内过夜游客116387人次。图为江口县寨沙侗寨
的演员和村民在为游客表演民族歌舞。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贵州江口全域旅游助乡村振兴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洪泽华）
排队、填表、签字、接种……近日，广东
省广州市天河区为暨南大学港澳籍学
生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首批约300
名港澳籍学生接种了国产新冠疫苗。

4月初，广东省、广州市港澳办组
织天河区政府与暨南大学等多个单位
率先试点为港澳籍学生提供新冠疫苗
上门接种服务。接下来，广东将在全
省推进港澳同胞疫苗接种工作。

广州启动港澳学生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