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不仅景区景点人气爆棚，博物馆也备受市民的追捧。图为
人们利用假期，走进省博物馆识物赏宝，过一个“文化味”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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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吹来的时节，迪庆藏族自
治州绿水青山之间的村村寨寨，风
光无限美丽。德钦县云岭乡红坡村
是白马雪山、梅里雪山景区的中心
村落，通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基础
设施建设，村容村貌明显改善，社会
风气和农民素质稳步提升。春节返
乡的村民面对焕然一新的村庄忍不
住惊叹：“这是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
方吗？”迪庆州的变化不止一声惊
叹，还有一针接着一针，绣出新时代
最美藏区新画卷的成功实践。

近年来，迪庆州扎实开展“最美
城市、最美集镇、最美村庄、最美家
庭”四美创建活动，使最美城镇与最
美乡村交相辉映、最美高原与最美
人居有机融合、最美时代与最美家
庭相得益彰，着力把迪庆建成全国
最美藏区。

“原来村里的道路泥泞不堪，牲
畜比人多，而现在已经大变样。”39岁
的和忠华是土生土长的维西傈僳族
自治县康普乡普乐村人，他见证了村
子的变化。寻径入村，屋舍端庄大气，
院落干净整洁，家具井井有条，村中
群众在乡间田埂上散步休憩，一湾

清水从村旁流过，平添几分灵气。
最美藏区好不好、美不美，事关

民生福祉。迪庆州锁定争当藏区生态
文明建设排头兵、建设全国最美藏区
目标，全面唱响做实“拥护核心·心向
北京”。以新思想指导新征程，以新担
当扛起新责任，以新作为开辟新未
来，让“两个维护”成为各级党员干
部的坚定信心追求，成为各族人民
的感念情怀。通过目标引导、政策扶
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典型示范
和宣传推介，最美藏区建设在全州
形成了党委政府重视、干部群众响
应、社会力量行动的良好局面，各族
群众在最美藏区建设中有了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

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迪庆
坚持谋长远、抓机遇、补短板，着力
提升对外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强力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完成综
合交通投资 53亿元，基础不断夯

实。香格里拉到德钦、维西塔城等二
级公路沿线建成观景台12个，在建
14个，独克宗古城提质扩容、月光
印巷、白水台、虎跳峡等旅游项目扎
实推进。全州完成城乡公共设施建
设投资近 8亿元，深入实施“树进
城”工程，加快推进了河湖堤岸绿
化、城镇绿化、村庄绿化、园林绿化、
荒山绿化等工作，做到见地增绿、见
缝补绿，全州新增城市绿地面积
531公顷，绿色成为最美藏区的最
美外衣。

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生态环
境治理是最美藏区建设的重中之重，
迪庆州盯紧“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总目标，抓实加强水资源保护、水
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
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涉河湖执法监
管六大主要任务，形成一河（湖）一
策、一河（湖）一档，强化源头保护，因
河因湖施策，着力解决河湖管理保护

的难点、热点和重点问题。扎实推进
天保二期和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开
发天然林、公益林管护岗位2000多
个，完成义务植树约300万株。同时，
认真落实生态补偿政策，2018年兑现
生态补偿资金3亿余元。在河流、湖
泊生态治理与保护方面，全面贯彻落
实河湖长制工作，启动实施了香格里
拉桑那水库流域、德钦古龙河流域等
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
理率达到 71.4%。加大了草原湿
地、城市面山等重点区域的生态修
复力度，最美藏区建设全面提速。

民族团结共创美好生活。民族
团结是最美藏区建设的生命线，迪
庆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
重要论述，紧扣“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目标，深入开展“新时
代千村民族文化育人行动”，坚持村
（社区）每季度开展1次民族文化体
育活动，乡（镇）每半年开展 1次文
体活动或文艺汇演活动，县（市）每
年开展 1次文艺汇演活动，全面唱
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
民族团结之歌。 下转第二版

迪庆：建设最美藏区迈出新步伐
本报记者 张帆 本报讯（记者 王坚） 2月 8

日大年初四，我省各地劲吹文明
旅游之风，游客在优美的环境中
尽情感受彩云之南的山美水美。
记者从云南省假日旅游信息统计
中心了解到，2月8日全省共接待
游 客 725.32 万 人 ，同 比 增 长
22.13%；接待边境一日游游客 2
万人次。

2月8日阳光明媚，昆明大观
公园早上一开门就游客如潮，在
入口处，“文明旅游倡仪书”十分
醒目。记者看到，公园的卫生状
况良好，秩序井然，红嘴鸥与人
共娱，鸥在人中飞，人在鸥中乐，
郁金香绚丽多彩。两位老人主动
把不小心掉到地上的果皮捡起
来放进垃圾桶，他们对记者说，
不随地乱扔垃圾已经成习惯了，
这里的景色多美，美丽需要大家
来维护。

通海县河西镇有圆明寺、河
西遗址、永济桥等景点，春节期间
吸引了大量游客。镇党委书记张
兴全对记者说，今年春节到河西
的游客很多，大年初一、初二达到
两万人，各村都搞了自发性的花
灯表演。为保护好文化遗址和传

统村落，景点都设立了文明旅游
的标识牌，镇里和各村派出人员，
加强巡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引
导游客文明停车、文明旅游，鞭炮
销售和燃放只能在指定地点。

禄丰世界恐龙谷是春节小长
假的热点景区之一，从上午就迎
来了大量游客。营销总监潘熊告
诉记者，今年春节的最大亮点是
直升机游景区、恐龙化石挖掘等
活动。景区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
文明旅游指示牌，乱扔纸屑果皮、
乱攀爬的现象明显减少。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镇同
乐村是隐藏在澜沧江峡谷的傈僳
族村落，这几天，当地群众身着艳
丽的民族服饰，跳起传统的阿尺
目刮欢迎游客。村党总支书记和
政国介绍，村里通过创建村庄美、
家庭美、个人美，维护生态环境，
带动游客文明旅游。

据省假日旅游信息统计中心
数据显示，2月8日全省平均旅游
指数为 53.02%，平均床位出租率
为77.21%，其中西双版纳、丽江、
普洱、德宏、红河、保山、怒江等地
床位出租率超过80%。

下转第二版

彩云南劲吹文明风
春节假期第5天全省接待游客725万人

新华社北京 2月 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月 8日同葡
萄牙共和国总统德索萨互致贺
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
葡友谊源远流长。建交 40 年
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互利共赢的精神推动双边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1999年，
双方妥善解决澳门问题，树立
了国与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的典范。2005年中
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
来，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
信不断加深，各领域互利合作
成果显著。不久前，我成功访问

贵国，同你进行深入友好交流，
共同规划了中葡关系发展新的
蓝图。我高度重视中葡关系发
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两国建
交4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中葡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
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葡萄牙总统德索萨
就中葡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葡萄牙总理科斯塔互致贺电

“相约星期五，人人学雷锋。”今
年大年初四适逢星期五，来自官渡
区太和街道办事处各个社区的近
20名“活雷锋”，上午 9时如约来到
广场，像往常一样开展免费体检、维
修家电等志愿服务活动。

“年前我家的电磁炉坏了，今天
特意到这里来找人帮忙修，没想到
大过年的还真有志愿者。”和平路社
区的退休职工周志贤说，还在过年
假期中，这些热心的志愿者们依然

来到这里，不计报酬、不求回报，无
论刮风下雨从不“爽约”，个个都是
新时代的“活雷锋”。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主任护
师纳佳常常参加各类公益活动，“雷
锋广场”志愿服务如今已成为她的

“必修课”。吴井社区的周永成是“雷
锋广场”最受欢迎的志愿者之一，他
不管平时工作多忙，每周五都会准
时到广场“打卡”，凭着一手家电维
修的绝活，帮助辖区居民解决了不
少难题。

太和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雷
锋广场”自2017年5月20日成立以
来，充分整合区域化党建联合体和
社区“大党委”单位资源，坚持每周
五上午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截至目
前，先后建立了70余支志愿服务队
和便民直通车、健康管家、法律小灵
通等12个特色志愿服务工作室，为
辖区居民提供各类特色服务，服务
群众10余万人次。
本报记者 茶志福 通讯员 郭武辉

“志刚叔叔，刘叔叔和他媳
妇又来了。”几个在家门口玩耍
的小孩，向正在垒猪圈的丰志
刚喊话。

“一个月5000元，技术熟练
了，工资会增加。一年可以攒四
五万元，苦三四年，一栋新房建
起来了。”刘铭细细给丰志刚算
务工账。

“想好了没有？我们初十出
发到珠海打工。”走进丰志刚家
屋后猪圈，刘铭夫妇一边帮忙
建猪圈，一边询问。“想清楚了，
我跟你们去，还有 3个人也一
起去。”丰志刚说。

这是刘铭第 3 次来村里，
动员丰志刚去珠海市务工。

刘铭是贡山独龙族怒族自
治县丙中洛镇秋那桶村村民，
2017年 3月，珠海市和贡山县
劳务协作工作组到村里作外出
务工宣传，刘铭和妻子张霞动
心了，一起去珠海市打工。

“刚开始每人每月有 5000
元工资。要在村里，一年也苦不

到 1万元。”刘铭说，以前在秋
那桶，夫妻俩起早贪黑，精心耕
作 4亩玉米地，养几头猪，一年
到头也就吃个饱饭。

2018 年，因读过书，人机
灵，能吃苦，协调能力强，刘铭
成为劳务经纪人，收入增加了，
3个小孩也跟着去珠海市上学。

“坐在墙根晒太阳等国家
帮助，脱贫了，也会返贫。就业
一人，脱贫一家，趁我们年轻，
去外面闯一闯，只要肯吃苦，长
远致富就有保障。”一个多月来，
刘铭和妻子驾车到丙中洛镇、捧
当乡、茨开镇等十几个村寨，特
别是怒族、藏族村寨，挨家挨户
宣传珠海市对怒江劳务帮扶政
策、就业信息，说自己到珠海务
工的见闻、经历、感受，动员大
家去外面学技术，勤劳致富。

在政府组织动员和刘铭夫
妻的亲身经历感召下，春节后
刘铭将带领 40 个乡亲去珠海
市务工，走出峡谷开启新生活。

本报记者 李寿华

一大早，施甸县木老元布
朗族彝族乡布朗族群众李孝国
一家早早就和几个邻居一起煮
糯米饭，舂糍粑，准备宴请亲
友。今年是他们搬进新村后过
的第二个春节。

2017 年，李孝国一家 4 口
搬进吾巴拓移民新村，过上了
新生活。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
儿子说：“新家比原来的好多
了，以前上学要走一个小时，现
在 10多分钟就能走到学校。学
校里还有多媒体教室、图书室
和篮球场。”

搬进新村后，李孝国和妻
子还在村党组织的帮助下，找
到了工作，年收入达 3万多元。

“没搬迁前，村里的人不愿意出
去打工，大部分村民就守着家
里的几亩地，日子过得紧巴。”
来李孝国家串门的阿祖光说，
这几年和妻子在福建打工，两
个人每月有七八千元的工资，
这次买了很多年货回来。一起
来串门的还有刚从广东回来的
阿晓东、从湖南回来的阿小勇、

杨玉菊等几个邻居，几个年轻
人围坐在一起，交流在外地务
工的各种趣事。李孝国一边给
他们烧糍粑，一边好奇地询问
外面的世界。

走进吾巴拓移民新村，家
家户户干净整洁，房前屋后的
绿化树郁郁葱葱。“自从搬迁
到新村后，乡里开始推行敬老
星、教育星、环卫星、文明星、
诚信星、公益星、感恩星、勤奋
星‘八星评定’制度，通过实行
所有项目‘群众申请’制，把自
主权交回给群众，最终评出

‘八星’。”木老元村支书李有
贵介绍，村党组织引导群众自
觉形成竞争发展的意识，转变

“等、靠、要”的思想，还在产业
发展、教育帮扶、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加大力度，激发群众
的内生动力脱贫。“现在群众
的意识提高了，都想找点更
好的活儿做，让日子一年比
一年红火。”

本报通讯员 郭金灿
本报记者 李继洪

官渡区太和街道办事处——

志愿服务“不打烊”

贡山县秋那桶村村民——

相约到珠海务工

施甸县吾巴拓移民新村群众——

搬迁过上新生活

春节期间，以“我们的中国梦”为主题的文化进万家展演活动在昆明
市各县（市、区）上演，美妙的旋律、悦耳的歌声、欢快的舞姿传递着新时

代的主旋律，营造了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欢乐氛围，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图为五华区“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春节展演。

昆明书城少儿图书区，不少家长利用假期陪伴孩子前来看书、读书，
让春节假日充满浓浓书香。

本报记者 杨峥 顾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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