ᡇᡎᠰᡇᠷᠠᡃᠷᠠᡅ
ᡋᡇᡇᠯᡎᠠᡓᡅ
ᡐᠠᡋᡔᠠᡊ ᡎᡅ
ᡅᠨ ᡉᠴᡉᡉᠷ
ᡍᡄᠷᡄᡎᠯᡄᡎᡒᡅᡑ
ᠠᠨᠠᠷ ᡉᡉᠯᡄᠨ

ᠠᠭᠤᠰᠤᠯᠴᠠᠯ ᠢᠪᠡᠶᠡᠯᠡᠭᠦᠯᠬᠦ ᠪᠤᠯᠤᠨᠠ᠃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ᠨ ᠦ ᠰᠦᠯᠵᠢᠶᠡᠨ ᠳᠡᠭᠡᠷᠡᠬᠢ ᠪᠠ ᠰᠦᠯᠵᠢᠶᠡᠨ ᠭᠠᠳᠠᠨᠠᠬᠢ
ᠰᠠᠭᠤᠴᠠ ᠶᠢᠨ ᠨᠡᠶᠢᠭᠡᠮᠤᠨ ᠲᠣᠭᠣᠷᠢᠭ ᠤᠨ ᠠᠮᠢᠳᠤᠷᠠᠯ ᠤᠨ
ᠳᠠᠶᠢᠴᠢᠯᠠᠨ ᠂ ᠲᠦᠷᠦᠯ ᠬᠤᠪᠢᠶᠠᠵᠤ ᠠᠬᠢᠭᠤᠯᠤᠨ ᠥᠷᠨᠢᠭᠦᠯᠵᠤ᠂ ᠣᠷᠣᠨ
ᠲᠤᠷᠰᠢᠯᠲᠠᠢᠢᠨ ᠴᠡᠭ ᠤᠠ ᠠᠵᠢᠯ ᠢ ᠴᠡᠭ ᠢᠶᠡᠷ ᠪᠥᠭᠥ ᠲᠠᠯᠠ ᠵᠢ
ᠠᠳᠠᠯ ᠠᠬᠤᠶ ᠶᠢᠨ ᠬᠠᠮᠢᠶᠠᠷᠤᠯᠲᠠ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 ᠵᠢ ᠤᠶᠤᠨᠴᠢᠭᠤᠯᠬᠤ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ᠨ ᠦ ᠲᠠᠪᠴᠠᠩ ᠢ ᠪᠥᠬᠥ ᠲᠠᠯᠠ ᠪᠠᠷ ᠪᠠᠶᠢᠭᠤᠯᠤᠨ ᠪᠡᠶᠡᠯᠡᠬᠦᠯᠵᠤ᠂
ᠵᠡᠷᠭᠡ ᠭᠠᠵᠠᠷ ᠲᠤ ᠣᠶᠤᠨᠴᠢ ᠠᠳᠠᠯ ᠠᠬᠤᠶ ᠶᠢᠨ ᠬᠠᠮᠢᠶᠠᠷᠤᠯᠲᠠ
ᠬᠠᠷᠠᠮᠠᠶ᠋ᠢ ᠬᠣᠲᠠ᠂ ᠲᠦᠷᠫᠠᠨ ᠬᠣᠲᠠ᠂ ᠬᠠᠮᠢᠯ ᠬᠣᠲᠠ᠂ ᠠᠬᠠᠰᠤ ᠬᠣᠲᠠ
ᠲᠢᠩᠬᠢᠮ ᠡᠴᠡ ᠣᠶᠢᠯᠠᠭᠠᠭᠰᠠᠨ ᠵᠢᠡᠷ᠄ ᠡᠨᠡ ᠵᠢᠯ᠂ ᠦᠷᠦᠮᠴᠢ ᠬᠣᠲᠠ᠂
ᠰᠠᠭᠤᠴᠠ ᠪᠠ ᠬᠣᠲᠠ ᠬᠥᠳᠡᠭᠡ ᠶᠢᠨ ᠪᠥᠲᠥᠭᠡᠨ ᠪᠠᠶᠢᠭᠤᠯᠤᠯᠲᠠ ᠶᠢᠨ
ᠰᠤᠷᠪᠤᠯᠵᠢᠯᠠᠭᠴᠢ ᠸᠠᠩ ᠢᠦᠶ ᠵᠣᠣ ᠥᠪᠡᠷᠲᠡᠭᠡᠨ ᠵᠠᠰᠠᠬᠤ ᠣᠷᠣᠨ ᠤ ᠣᠷᠣᠨ
ᠮᠡᠳᠡᠭᠡ ᠠᠨᠠᠷ ᠡᠬᠦᠯᠠ ᠰᠢᠨᠵᠢᠶᠠᠩ ᠤᠨ ᠡᠳᠦᠷ ᠦᠨ ᠰᠣᠨᠢᠨ ᠤ
ᠲᠤᠰ ᠰᠣᠨᠢᠨ ᠤ ᠦᠷᠦᠮᠴᠢ ᠶᠢᠨ 5 ᠰᠠᠷᠠ ᠶᠢᠨ 16 ᠤ

ᠬᠠᠮᠲᠤ ᠪᠠᠷ ᠡᠳ᠋ᠯᠡᠬᠦ ᠠᠳᠠᠯ ᠠᠬᠤᠶ ᠶᠢᠨ ᠬᠠᠮᠢᠶᠠᠷᠤᠯᠲᠠ ᠶᠢᠨ ᠪᠠᠶᠢᠷᠢᠯᠠᠯ ᠢ
ᠬᠥᠭᠵᠢᠭᠦᠯᠬᠦ ᠶᠢ ᠪᠡᠶᠡᠯᠡᠭᠦᠯᠵᠦ᠂ ᠬᠠᠮᠲᠤ ᠪᠠᠷ ᠪᠠᠶᠢᠭᠤᠯᠵᠤ ᠬᠠᠮᠲᠤ ᠪᠠᠷ ᠵᠠᠰᠠᠵᠤ
ᠰᠦᠯᠵᠢᠶᠡᠨ ᠳᠡᠭᠡᠷᠠᠭᠢ ᠪᠠ ᠰᠦᠯᠵᠢᠶᠡᠨ ᠭᠠᠳᠠᠨᠠᠭᠢ ᠠᠭᠤᠰᠤᠯᠴᠠᠭᠤᠯᠤᠨ
ᠬᠢᠭᠡᠳ ᠨᠡᠶᠢᠭᠡᠮᠤᠨ ᠲᠣᠭᠣᠷᠢᠭ ᠤᠨ ᠠᠮᠢᠳᠤᠷᠠᠯ ᠤᠨ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 ᠶᠢ
ᠦᠨᠳᠦᠰᠦᠨ ᠳᠡᠭᠡᠨ ᠪᠡᠶᠡᠯᠡᠭᠦᠯᠵᠦ ᠂ ᠠᠳᠠᠯ ᠠᠬᠤᠶ ᠶᠢᠨ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
ᠠᠳᠠᠯ ᠠᠬᠤᠶ ᠶᠢᠨ ᠬᠠᠮᠢᠶᠠᠷᠤᠯᠲᠠ ᠶᠢ ᠣᠶᠣᠨᠴᠢᠭᠤᠯᠬᠤ ᠶᠢ
︽ᠰᠠᠨᠠᠯ︾ᠤᠨ ᠶᠣᠰᠣᠭᠠᠷ᠂ 2025 ᠣᠨ ᠬᠦᠷᠳᠠᠯᠠ ᠂ ᠪᠥᠬᠥ ᠣᠷᠣᠨ ᠤ
︽ᠰᠠᠨᠠᠯ ︾ᠭᠡᠵᠦ ᠲᠦᠬᠦᠮᠴᠢᠯᠠᠨᠡ︶ ᠢ ᠪᠠᠷᠮᠠᠯᠯᠠᠨ ᠲᠠᠷᠬᠠᠭᠠᠪᠠ᠃
ᠬᠥᠭᠵᠢᠭᠦᠯᠬᠦ ᠶᠢ ᠠᠬᠢᠭᠤᠯᠬᠤ ᠲᠤᠬᠠᠶ ᠬᠡᠷᠡᠭᠵᠢᠭᠦᠯᠬᠦ ᠰᠠᠨᠠᠯ ︾︵ᠳᠣᠤᠷᠠ
ᠰᠦᠯᠵᠢᠶᠡᠨ ᠭᠠᠳᠠᠨᠠᠬᠢ ᠠᠮᠢᠳᠤᠷᠠᠯ ᠤᠨ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 ᠶᠢ ᠲᠦᠷᠭᠡᠳᠬᠡᠨ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ᠨ ᠦ ᠠᠵᠤ ᠠᠬᠤᠶᠢᠯᠠᠯ ᠤᠨ ᠰᠦᠯᠵᠢᠶᠡᠨ ᠳᠡᠭᠡᠷᠡᠬᠢ ᠪᠠ
ᠰᠠᠯᠠᠭᠠ ᠮᠥᠴᠢᠷ︽ ᠥᠪᠡᠷᠲᠡᠭᠡᠨ ᠵᠠᠰᠠᠬᠤ ᠣᠷᠣᠨ ᠤ ᠠᠳᠠᠯ ᠠᠬᠤᠶ ᠶᠢᠨ
ᠬᠣᠲᠠ ᠬᠥᠳᠡᠭᠡ ᠶᠢᠨ ᠪᠥᠲᠥᠭᠡᠨ ᠪᠠᠶᠢᠭᠤᠯᠤᠯᠲᠠ ᠶᠢᠨ ᠲᠢᠩᠬᠢᠮ ᠵᠡᠷᠭᠡ
ᠰᠢᠳᠠᠷ᠂ ᠥᠪᠡᠷᠲᠡᠭᠡᠨ ᠵᠠᠰᠠᠬᠤ ᠣᠷᠣᠨ ᠤ ᠣᠷᠣᠨ ᠰᠠᠭᠤᠴᠠ ᠪᠠ

ᠬᠠᠮᠢᠶᠠᠷᠤᠯᠲᠠ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ᠨ ᠢ ᠤᠶᠤᠨᠴᠢᠭᠤᠯᠬᠤ ᠠᠵᠢᠯ ᠢ ᠥᠷᠨᠢᠭᠦᠯᠪᠡ
ᠮᠠᠨ ᠤ ᠣᠷᠣᠨ ᠲᠤᠷᠰᠢᠯᠳᠠ ᠵᠢᠨ ᠴᠡᠭ ᠲᠥ ᠠᠳᠠᠯ ᠠᠬᠤᠶ ᠶᠢᠨ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张 蕾 郑旭磊
通讯员 张宏涛

ᠲᠠᠷᠢᠶᠠᠴᠢᠳ︽ ᠰᠡᠭᠦᠳᠡᠷᠯᠡᠭᠴᠢ ︾ ᠪᠣᠯᠵᠤ ᠨᠤᠲᠤᠭ ᠤᠰᠤᠨ ᠤ ᠪᠡᠨ ᠰᠠᠢᠢᠨ ᠰᠠᠶᠢᠬᠠᠨ ᠢ ᠲᠡᠮᠳᠡᠭᠯᠡᠵᠦ ᠪᠠᠢᠢᠨᠠ

新疆发现

/

ᠠᠰᠢᠬᠯᠠᠯᠳᠠ ᠳᠤ ᠣᠷᠣᠵᠤ᠂ ᠭᠡᠷᠡ ᠲᠣᠭᠲᠠᠯᠴᠠᠭᠰᠠᠨ ᠡᠴᠠ
ᠸᠧᠢ ᠬᠡᠯᠡᠬᠦ ᠳ᠋ᠠᠬᠡᠨ᠂ ᠺᠣᠮᠫᠠᠨᠢ 2020 ᠣᠨ ᠤ 7 ᠰᠠᠷᠠ ᠳᠤ ᠵᠢᠩᠬᠢᠨᠢ ᠪᠡᠷ
ᠪᠠᠶᠠᠯᠡᠬᠦᠯᠪᠠ︾᠃ ᠲᠤᠰ ᠺᠣᠮᠫᠠᠨᠢ ᠶᠢᠨ ᠶᠡᠷᠦᠩᠬᠡᠢ ᠳᠠᠭᠠᠭᠠᠮᠠᠯ ᠵᠠᠩ ᠵᠢᠶᠤᠤ
ᠳ᠋ᠦᠩᠰᠢᠭᠤᠷ ᠲᠥᠭᠥᠷᠢᠭ ᠤᠨ ᠪᠣᠷᠣᠯᠠᠭᠤᠯᠤᠯᠳᠠ ᠶᠢᠨ ᠣᠷᠣᠯᠭᠠ ᠵᠢ
ᠬᠦᠷᠬᠦ ᠦᠭᠡᠢ ᠪᠠᠶᠢᠨᠠ ᠂ ᠡᠨᠡ ᠵᠢᠯ ᠦᠨ ᠨᠢᠭᠡᠳᠦᠭᠡᠷ ᠤᠯᠠᠷᠢᠯ ᠳᠤ 2 . 83
ᠪᠣᠷᠣᠯᠠᠭᠤᠯᠤᠭᠳᠠᠵᠤ᠂ ᠦᠢᠯᠡᠳᠬᠦᠨ ᠦ ᠬᠠᠩᠭᠠᠯᠭᠠ ᠨᠢ ᠬᠡᠷᠡᠭᠴᠡᠭᠡ ᠳᠡᠭᠡᠨ
︽ᠮᠠᠨ ᠤ ᠦᠢᠯᠡᠳᠬᠦᠨ ᠤᠯᠤᠰ ᠤᠨ ᠳᠣᠲᠣᠭᠠᠳᠤ ᠭᠠᠳᠠᠭᠠᠳᠤ ᠳᠤ
ᠤᠲᠠᠰᠤ ᠭᠠᠩᠨᠠᠬᠤ ᠮᠠᠰᠢᠨ ᠢ ᠪᠣᠯᠪᠠᠰᠤᠷᠠᠩᠭᠤᠶ ᠪᠠᠷ ᠬᠡᠷᠡᠭᠯᠡᠵᠦ ᠪᠠᠶᠢᠯᠠ᠃
/

ᠡᠭᠢᠯᠡᠭᠦᠯᠦᠨᠠ
ᠰᠢᠨᠠ ᠠᠶᠠᠨ ᠢ ᠡᠭᠢᠯᠡᠭᠦᠯᠦᠨ
ᠰᠢᠨ

︵ᠦᠷᠭᠦᠯᠵᠢᠯᠡᠯᠨᠢ 2 ᠳᠤᠭᠠᠷᠨᠢᠭᠤᠷᠲᠥ︶
ᠪᠡᠷᠨᠡᠮᠡᠭᠳᠡᠪᠡ᠃
ᠥᠷᠲᠡᠭ ᠨᠢ ᠡᠮᠤᠨᠠᠬᠢ ᠵᠢᠯᠤᠨ ᠠᠳᠠᠯᠢ ᠬᠤᠭᠤᠴᠠᠭᠠᠨ ᠳᠠᠬᠢ ᠡᠴᠡ 27.2 %
ᠳᠡᠭᠡᠭᠰᠢᠬᠢ ᠠᠵᠤ ᠠᠬᠤᠶᠢᠯᠠᠯ ᠤᠨ ᠠᠵᠤ ᠦᠶᠯᠡᠳᠪᠦᠷᠢ ᠶᠢᠨ ᠨᠡᠮᠡᠭᠳᠡᠯ
ᠵᠢᠯ ᠦᠨ ᠨᠢᠭᠡᠳᠦᠭᠡᠷ ᠤᠯᠠᠷᠢᠯ ᠳᠤ᠂ ᠢᠯᠢ ᠵᠧᠸ ᠶᠢᠨ ᠬᠡᠪᠴᠢᠶᠡᠵᠢᠭᠰᠠᠨ ᠡᠴᠡ
ᠠᠬᠤᠶᠢᠯᠠᠯ ᠤᠨ ᠬᠥᠭᠵᠢᠯᠲᠡ ᠶᠢᠨ ᠬᠤᠷᠳᠤᠴᠠ ᠢᠯᠡᠷᠬᠡᠢ ᠲᠦᠷᠭᠡᠳᠪᠡ᠃ ᠡᠨᠡ
ᠠᠬᠢᠭᠤᠯᠬᠤ ᠶᠢ ᠳᠠᠭᠠᠯᠳᠤᠨ᠂ ᠢᠯᠢ ᠵᠧᠦ ᠶᠢᠨ ᠮᠠᠰᠢ ᠤᠯᠠᠨ ᠠᠵᠤ
ᠭᠤᠯᠵᠠ ᠬᠤᠳᠠ︾ᠵᠢ ᠨᠢᠭᠡ ᠴᠣᠭᠴᠠᠵᠢᠭᠤᠯᠤᠨ ᠬᠥᠭᠵᠢᠬᠦᠯᠬᠦ ᠶᠢ ᠭᠦᠨᠵᠡᠭᠡᠢ
多报道见五版
ᠰᠢᠶᠠᠨ ᠬᠤᠷᠭᠤᠰ ᠬᠤᠳᠠ ᠪᠠ ᠭᠤᠯᠵᠠ ᠰᠢᠶᠠᠨ
︽更ᠬᠤᠷᠭᠤᠰ
ᠭᠡᠪᠡ᠃
ᠠᠰᠢᠬᠯᠠᠯᠳᠠ ᠳᠤ ᠣᠷᠣᠬᠤ ᠬᠦᠷᠳᠠᠯᠠ ᠪᠠᠨ ᠵᠥᠪᠬᠡᠨ 45 ᠡᠳᠦᠷ ᠬᠡᠷᠡᠭᠯᠡᠪᠠ

ᠳᠠᠭᠤᠤ ᠪᠥᠵᠢᠭᠲᠦ ᠰᠢᠨᠵᠢᠶᠠᠩ ᠤᠨ ᠲᠠᠲᠠᠬᠤ ᠬᠦᠴᠦᠨ ᠨᠢ ᠬᠡᠮᠵᠢᠶᠡᠯᠡᠰᠢ ᠦᠭᠡᠢ ᠶᠤᠮ

ᠡᠷᠬᠢᠯᠡᠬᠦ ᠨᠢᠭᠡ ᠺᠣᠮᠫᠠᠨᠢ ᠳ᠋ᠤ᠂ ᠠᠵᠢᠯᠴᠢᠳ ᠶᠠᠭ 30 ᠰᠠᠭᠤᠷᠢ ᠪᠦᠷᠢᠨ ᠠᠦ᠋ᠲ᠋ᠣ᠋
ᠳᠠᠮᠵᠢᠭᠤᠯᠤᠭᠴᠢ ᠡᠯᠧᠺᠲ᠋ᠷᠣᠨ ᠲᠣᠨᠣᠭᠯᠠᠭᠠᠰᠤ ᠦᠶᠯᠡᠳᠪᠦᠷᠢᠯᠡᠬᠦ ᠠᠵᠢᠯ
ᠬᠤᠷᠭᠤᠰ ᠤᠨ ᠠᠵᠤ ᠠᠬᠤᠶ ᠶᠢᠨ ᠨᠡᠭᠡᠭᠡᠯᠳᠠ ᠵᠢᠨ ᠤᠷᠤᠨᠤ ᠬᠠᠭᠠᠰ
16 ᠤ ᠡᠳᠦᠷ᠂ ᠢᠯᠢ ᠶᠢᠨ ᠬᠠᠰᠠᠭ ᠥᠪᠡᠷᠲᠡᠭᠡᠨ ᠵᠠᠰᠠᠬᠤ ᠵᠧᠸ ᠶᠢᠨ
ᠰᠤᠷᠪᠤᠯᠵᠢᠯᠠᠭᠴᠢ ᠾᠧ ᠵᠢᠶᠠᠩ᠂ ᠵᠠᠽᠢᠯᠠ ᠨᠢᠰᠪᠧᠺ ᠮᠡᠳᠡᠭᠡᠯᠡᠭᠰᠡᠨ ᠨᠢ᠄
ᠮᠡᠳᠡᠭᠡ ᠠᠨᠠᠷ ᠡᠬᠦᠯᠠ ᠰᠢᠨᠵᠢᠶᠠᠩ ᠤᠨ ᠡᠳᠦᠷ ᠦᠨ ᠰᠣᠨᠢᠨ ᠤ
ᠲᠤᠰ ᠰᠣᠨᠢᠨ ᠤ ᠭᠤᠯᠵᠠ ᠵᠢᠨ 5 ᠰᠠᠷᠠ ᠶᠢᠨ 16 ᠤ
ᠠᠢᠢᠮᠠᠭ ᠵᠸᠤ ᠪᠡᠷ ᠡᠷᠭᠢᠨ ᠰᠤᠷᠪᠤᠯᠵᠢᠯᠠᠭᠰᠠᠨ ᠨᠢ

打ᠪᠥᠯᠥᠭ
造我区
极ᠪᠣᠶ ᠪᠣᠯᠭᠠᠪᠠ
︱ ︱ ᠶᠡᠷᠦᠩᠬᠡᠢ ᠱᠦᠵᠢ ᠰᠢ ᠶᠢᠨ ᠫᠢᠩ ᠦᠨ ᠬᠦᠷᠴᠦ ᠥᠩᠭᠡᠷᠡᠭᠰᠡᠨ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ᠭᠤᠯᠤᠮᠳᠠ ᠱᠠᠩᠬᠠᠢ ᠵᠧᠵᠢᠶᠠᠩ ᠤᠨ
ᠦᠨ ᠲᠤᠶᠢᠯᠢ
ᠨᠡᠮᠡᠭᠳᠡᠯ长
ᠴᠢᠬᠤᠯᠠ 增
ᠶᠢᠨ 要
ᠬᠥᠭᠵᠢᠯᠲᠡ重
ᠴᠢᠨᠠᠷᠳᠠᠢ展
ᠠ ᠶᠠᠰᠤ发
ᠶᠢᠨ ᠲᠡᠬᠡᠷ量
ᠠᠬᠤᠶ 质
ᠤ ᠠᠵᠤ高
ᠣᠷᠣᠨ济
ᠮᠠᠨ ᠤ经

ᠲᠡᠮᠡᠴᠡᠵᠤ ᠢᠷᠡᠭᠰᠡᠨ ᠵᠠᠭᠤᠨ ᠵᠢᠯ ᠤᠨ ᠵᠠᠮ

伊犁加快推进﹃
霍两伊﹄一体化发展
ᠵᠢᠨᠢᠭᠡᠴᠣᠭᠴᠠᠵᠢᠭᠤᠯᠤᠠᠬᠥᠭᠵᠢᠭᠥᠯᠭᠦ ᠶᠢᠲᠦᠷᠭᠡᠳᠬᠡᠨᠠᠬᠢᠭᠤᠯᠵᠤ
︽ᠬᠤᠷᠭᠤᠰᠰᠢᠶᠠᠨᠬᠤᠷᠭᠤᠰᠬᠤᠳᠠᠪᠠᠭᠤᠯᠵᠠᠰᠢᠶᠠᠨᠭᠤᠯᠵᠠᠬᠤᠳᠠ︾
ᠢᠯᠢ两

ᠱᠢᠺᠦ᠋ᠮᠸ᠋ᠨ ᠡᠴᠡᠨᠠᠨᠬᠤᠨᠠᠭᠤᠷ ᠤᠨᠬᠦᠪᠡᠬᠡ ᠬᠦᠷᠲᠡᠯᠡ ᠵᠠᠭᠤᠨᠵᠢᠯ ᠦᠨᠠᠩᠬᠠᠨ ᠤᠵᠤᠷᠢᠯᠳᠠᠤᠨᠤᠳᠠᠬᠤᠳᠤᠳᠤᠮᠪᠡᠬᠢᠵᠢᠨᠠ

《昆仑之约》以《山海经》
《穆天子传》等典籍记载
为蓝本，讲述了西周时期，周穆王履行先祖黄帝与昆
仑神女西王母的约定，不远千里赴西域，历经磨难，终

︵ᠦᠷᠭᠦᠯᠵᠢᠯᠡᠯᠨᠢ 4 ᠳᠤᠭᠡᠷᠨᠢᠭᠤᠷᠲᠥ︶
ᠣᠶᠤᠨᠴᠢᠠᠳᠠᠯᠠᠬᠤᠶ ᠶᠢᠨ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ᠬᠠᠩᠭᠠᠨᠠ᠃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ᠨ ᠦ ᠬᠡᠷᠡᠭᠯᠡᠯᠲᠡ ᠶᠢ ᠪᠣᠶ ᠪᠣᠯᠭᠠᠵᠤ᠂ ᠰᠠᠭᠤᠭᠠᠯᠢ ᠠᠷᠠᠳ ᠲᠤ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 ᠣᠯᠠᠨ ᠨᠡᠶᠢᠲᠡ ᠶᠢᠨ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 ᠪᠠ ᠠᠮᠢᠳᠤᠷᠠᠯ ᠤᠨ
ᠠᠳᠠᠯ ᠠᠬᠤᠶ ᠶᠢᠨ ᠬᠠᠮᠢᠶᠠᠷᠤᠯᠲᠠ ᠂ ᠵᠠᠰᠠᠭ ᠤᠨ ᠶᠠᠪᠤᠳᠠᠯ ᠤᠨ
ᠪᠠᠶᠢᠭᠤᠯᠬᠤ ᠶᠢᠨ ᠬᠠᠮᠲᠤ ᠲᠣᠰ ᠲᠠᠪᠴᠠᠩ ᠢᠶᠠᠷ ᠲᠤᠯᠭᠠᠭᠤᠷᠢᠯᠠᠯ ᠪᠣᠯᠭᠠᠵᠤ᠂
ᠠᠬᠤᠶ ᠶᠢᠨ ᠬᠠᠮᠢᠶᠠᠷᠤᠯᠲᠠ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ᠨ ᠦ ᠲᠠᠪᠴᠠᠩ ᠢ ᠲᠦᠷᠭᠡᠳᠬᠡᠨ
ᠬᠡᠷᠡᠭᠵᠢᠭᠦᠯᠬᠦ︶︾ ᠤᠨ ᠱᠠᠭᠠᠷᠳᠠᠯᠭᠠ ᠢᠢᠨ ᠶᠣᠰᠣᠭᠠᠷ᠂ ᠣᠶᠤᠨᠴᠢ ᠠᠳᠠᠯ
ᠪᠠᠶᠢᠭᠤᠯᠤᠯᠲᠠ ᠶᠢᠨ ᠮᠡᠷᠭᠡᠵᠢᠯ ᠦᠨ ᠵᠢᠯᠣᠭᠣᠳᠬᠤ ᠲᠦᠷᠢᠮ︵ᠲᠤᠷᠰᠢᠨ
ᠲᠣᠭᠣᠷᠢᠭ ︵ᠤᠷᠤᠨ ᠰᠠᠭᠤᠴᠠᠢᠢᠨ ᠲᠣᠭᠣᠷᠢᠭ︶ ᠤᠨ ᠪᠥᠲᠥᠭᠡᠨ
ᠪᠣᠯᠭᠠᠵᠤ ᠂ ︽ᠥᠪᠡᠷᠲᠡᠭᠡᠨ ᠵᠠᠰᠠᠬᠤ ᠣᠷᠣᠨ ᠤ ᠣᠶᠤᠨᠴᠢ ᠨᠡᠶᠢᠭᠡᠮᠤᠨ
ᠬᠠᠮᠢᠶᠠᠷᠤᠯᠲᠠ ᠦᠶᠯᠡᠴᠢᠯᠡᠭᠡᠨ ᠦ ᠲᠠᠪᠴᠠᠩ ᠢᠶᠠᠷ ᠲᠤᠯᠭᠠᠭᠤᠷᠢᠯᠠᠯ
ᠥᠪᠡᠷᠲᠡᠭᠡᠨ ᠵᠠᠰᠠᠬᠤ ᠣᠷᠣᠨ ᠤ ᠬᠣᠲᠠ ᠶᠢᠨ ᠶᠡᠷᠦᠩᠬᠡᠶᠢᠯᠡᠭᠰᠡᠨ
ᠣᠶᠣᠨ ᠴᠢᠳᠠᠪᠤᠷᠢ ᠵᠡᠷᠭᠡ ᠲᠧᠭᠨᠢᠭ ᠮᠡᠷᠭᠡᠵᠢᠯ ᠢ ᠥᠷᠭᠡᠨ ᠢᠶᠡᠷ ᠬᠡᠷᠡᠭᠯᠡᠵᠦ᠂
ᠪᠤᠳᠤᠯᠲᠠ᠂ ᠲᠣᠮᠣ ᠳ᠋ᠠᠶᠢᠲ᠋ᠠ᠂ ᠤᠷᠤᠨ ᠬᠡᠰᠡᠭ ᠦᠨ ᠬᠡᠯᠬᠢᠶᠡ ᠪᠠ ᠵᠣᠬᠢᠶᠠᠮᠠᠯ
5 G ᠂ ᠢᠨᠲ᠋ᠧᠷ ᠰᠦᠯᠵᠢᠶᠡ ᠂ ᠪᠤᠳᠠᠰᠤᠨ ᠢᠨᠲ᠋ᠧᠷ ᠰᠦᠯᠵᠢᠶᠡ ᠂ ᠡᠭᠦᠯᠡᠨ
︽ ᠰᠠᠨᠠᠯ ︾ ᠳ᠋ᠤ ᠵᠢᠭᠠᠵᠤ ᠭᠠᠷᠭᠠᠭᠰᠠᠨ ᠨᠢ᠂ ᠬᠣᠶᠢᠰᠢᠳᠠ
ᠦᠨᠳᠦᠰᠦᠨ ᠳᠡᠭᠡᠨᠪᠣᠢᠪᠣᠯᠭᠠᠨᠠ᠃

5 月 14 日 23 时许，位于乌鲁木齐县的丝绸之路
国际滑雪场东侧的山谷里，韶乐奏响，灯光亮起，宫殿
与雪山呼应，600 余名演员悉数登场，这是 2021 年《昆
仑之约》演出季前的最后一次彩排。从 16 日开始，
《昆
仑之约》将迎来近 5 个月的演出季。
今年，新疆旅游市场复苏势头强劲，新疆各景区
也较往年提前半个月进入演出季。无论是规模宏大的
实景剧、制作精良的舞台剧，还是圈粉无数的景区乐
队演出，
都展示出新疆独特的文化魅力。

于实现昆仑之约的故事。
“《昆仑之约》不只是视觉的
盛宴，更演绎了炎黄子孙相濡以沫、携手奋进的壮丽
□
诗篇。”观众徐仁光说，他已经看过该剧 3 遍了，
新的
演出季他又买好了首演票，还订了 5 月 16 日晚住在水
西沟镇平西梁村的民宿。
“这两天有不少老顾客联系我，他们看完演出后
要住宿。我说山里还凉，过几天再来也行，他们说等不
及啦。”水西沟镇东梁村牧家乐老板热阿依木别克·赛
力汗说，随着《昆仑之约》演出季的到来，无论是乌鲁
木齐县附近的农家乐、牧家乐还是酒店、民宿，预订晚
餐和住宿的客人都多了起来。
近年来，我区在积极推进文旅融合的进程中，把
旅游演艺作为景区提档升级的重要抓手。如今，想要
与古楼兰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可以去库木塔格沙
漠景区观看《夜·楼兰》实景剧；想与喀纳斯湖怪精灵
来一次心灵之约，可以去布尔津县看《喀纳斯盛典》；
想 了 解 屯 垦 戍 边 卫 士 ，可 以 去 石 河 子 看《燃 情 岁
月》……这些常态化演出的旅游演艺剧目，有力促进
了文旅消费升级。
（下转第六版）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晶晶

□张秀科摄

5 月 16 日，
演员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为游客表演刀郎舞。
□

ᠠᠩᠬᠠᠨ ᠤ ᠠᠯᠬᠤᠮ ᠢ ᠰᠠᠢᠢᠳᠤᠷ ᠠᠯᠬᠤᠵᠤ ᠰᠢᠨᠠ ᠳᠥᠷᠰᠥ ᠪᠠᠢᠢᠳᠠᠯ ᠢ ᠪᠣᠢ ᠪᠤᠯᠭᠠᠶᠠ

】
ᠦᠵᠡᠭᠳᠡᠯ ᠤᠨᠭᠠᠳᠠᠨᠠᠭᠢᠲᠠᠢᠢᠯᠪᠤᠷᠢᠯᠠᠯᠲᠠ

初夏时节，精河县大河沿子镇呼
萨英铁热克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景象，家家户户都在抢抓农时。村民
董希金却很“悠闲”，他拿着手机拍个
不停，
一会儿拍全景，
一会儿拍特写。
“他可不是闲人，是村里有名的
‘拍客’。”5 月 15 日，该村党支部书记
董希林告诉记者，2015 年，董希金受
精河县“一村一故事”农牧民微电影
拍摄活动启发，拿起了 DV 机当起了
“拍客”
。
走进呼萨英铁热克村，
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村委会楼上安装的 LED 大屏。
2016 年，精河县在呼萨英铁热克村成
立了微电影基地，
结合村里的文化大院
以及法治宣讲、民族团结微行动等活
动，
征集村民自导、
自演、
自拍的微电影
作品，
定期播放并评选优秀作品。
董 希 金 是 村 里 的 首 个“ 拍 客 ”。
“我们村的新鲜事太多了。村容村貌
越来越好，村里每周都有文化活动，
村‘两委’、
‘访惠聚’驻村工作队经常
给村民办实事好事……我得把这些
拍下来，让大家看到我们幸福生活的

旅游演艺带动消费升级

/

ᠨᡈᡏᡈᠷ
ᡑᡇᡎᠠᡃᠷ ᠨᡉᡉᠷ
᠊ᡑᡈᠷ
ᡈᠨᡈ

ᠣᠷᠣᠬᠤ ᠠᠨᠳᠠᠭᠠᠷ ᠵᠢᠡᠨ ᠳᠠᠬᠢᠨ ᠡᠷᠭᠢᠴᠡᠭᠦᠯᠵᠦ᠂ ᠲᠦᠪ ᠢᠳᠡ ᠬᠦᠴᠦᠲᠠᠢ
ᠲᠥᠷᠥ ᠶᠢᠨ ᠲᠣᠪᠴᠢᠶᠠ ᠢᠢᠨ ᠪᠠᠶᠢᠩᠭᠤ ᠭᠡᠰᠢᠭᠦᠳ ᠢ ᠳᠠᠭᠠᠭᠤᠯᠤᠨ ᠨᠠᠮ ᠳᠤ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ᠲᠥᠪ ᠬᠣᠷᠢᠶᠠ ᠢᠢᠨ ᠤᠯᠤᠰ
ᠨᠠᠮ ᠤᠨ ᠲᠣᠭ ᠤᠨ ᠡᠮᠦᠨᠡ ᠢᠷᠡᠭᠡᠳ᠂ ᠶᠡᠷᠦᠩᠬᠡᠶ ᠱᠦᠵᠢ ᠰᠢ ᠶᠢᠨ ᠫᠢᠩ
ᠬᠠᠮᠲᠤᠴᠤᠳ ᠤᠨ ᠴᠢᠩ ᠦᠨᠡᠨᠴᠢ ᠰᠡᠳᠬᠢᠯ ᠪᠣᠯᠤᠨᠠ᠃ ᠨᠢᠭᠡᠨ ᠲᠣᠮᠣ
ᠡᠭᠦᠷᠭᠡᠯᠡᠯ ᠲᠠᠢ ᠶᠠᠪᠤᠬᠤ ᠨᠢ᠂ ᠦᠶᠡ ᠦᠶᠡ ᠶᠢᠨ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ᠡᠪ
ᠡᠭᠦᠷᠭᠡ ᠬᠠᠷᠢᠭᠤᠴᠠᠯᠭᠠ ᠵᠢ ᠠᠮᠢ ᠨᠠᠰᠤᠨ ᠡᠴᠡ ᠴᠢᠬᠤᠯᠠ ᠦᠵᠡᠬᠦ
ᠮᠥᠨ᠂ ᠰᠠᠶᠢᠲᠤᠷ ᠬᠠᠳᠠᠭᠠᠯᠠᠵᠤ ᠰᠠᠶᠢᠲᠤᠷ ᠠᠰᠢᠠᠠᠯᠠᠬᠤ ᠬᠡᠷᠡᠭᠲᠡᠶ ᠭᠡᠪᠠ᠃
ᠬᠡᠯᠡᠵᠦ᠂ ᠡᠲᠡᠭᠡᠷ ᠲᠡᠦᠬᠡ ᠶᠢᠨ ᠳᠤᠷᠠᠰᠬᠠᠯᠲᠤ ᠵᠦᠶᠯ ᠪᠣᠯ ᠲᠡᠦᠬᠡ ᠶᠢᠨ ᠭᠡᠷᠡᠴᠢ
ᠦᠨᠡᠭᠡᠷ ᠲᠦᠢᠯ ᠤᠨ ᠬᠤᠪᠤᠭ ᠴᠣᠬᠠᠭ ᠪᠠᠢᠢᠨᠠ ᠭᠡᠵᠦ ᠳᠡᠭᠢᠨ ᠳᠡᠪᠳᠠᠨ
ᠬᠣᠴᠣᠷᠤᠭᠰᠠᠨ ᠭᠡᠨᠠ᠃ ᠶᠡᠷᠦᠩᠬᠡᠶ ᠱᠦᠵᠢ ᠰᠣᠨᠣᠰᠤᠭᠰᠠᠨ ᠤ ᠳᠠᠷᠠᠭᠠ
ᠮᠠᠯᠠᠭᠠᠶ ᠵᠢᠨ ᠪᠤᠯᠠᠰᠢ ᠳᠤ ᠲᠠᠯᠪᠢᠭᠰᠠᠨ ᠡᠴᠡ ᠳᠡᠭᠡᠭᠡᠳ ᠬᠠᠳᠠᠭᠠᠯᠠᠭᠳᠠᠵᠤ
ᠬᠡᠯᠡᠬᠦ ᠪᠡᠷ᠂ ᠲᠡᠭᠦᠨ ᠢ ᠨᠢᠭᠡ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ᠭᠡᠰᠢᠭᠦᠨ ᠤ ᠠᠪᠤ ᠨᠢ ᠳᠡᠪᠡᠯ
ᠬᠡᠯᠡᠨ ᠦ ᠣᠷᠴᠢᠭᠤᠯᠭᠠ ᠶᠢᠨ ᠳᠡᠪᠲᠡᠷ ᠪᠣᠯᠤᠨᠠ᠃ ᠲᠠᠶᠢᠯᠪᠤᠷᠢᠯᠠᠭᠴᠢ ᠶᠢᠨ
ᠪᠠᠷᠮᠠᠯᠯᠠᠨ ᠬᠡᠪᠯᠡᠭᠰᠠᠨ︽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ᠲᠤᠩᠬᠠᠭ︾ᠤᠨ ᠬᠢᠲᠠᠳ
ᠤᠳᠠᠲᠠᠯᠠ ᠬᠠᠷᠠᠵᠦ ᠵᠣᠭᠰᠣᠪᠠ᠃ ᠡᠨᠡ ᠪᠣᠯ 1920 ᠣᠨ ᠤ 9 ᠰᠠᠷᠠ ᠳᠤ
ᠳᠠᠯᠪᠢᠭᠰᠠᠨ ᠦᠵᠡᠭᠦᠯᠦᠯᠭᠡ ᠶᠢᠨ ᠬᠣᠷᠭᠤ ᠢᠢᠨ ᠡᠮᠦᠨᠡ᠂ ᠰᠢ ᠶᠢᠨ ᠫᠢᠩ
ᠱᠢ ᠺᠦ᠋ ᠮᠸ᠋ᠨ ᠵᠢᠡᠷ ᠣᠷᠣᠬᠤ ᠳᠤ᠂ ᠨᠢᠭᠡ ᠪᠢᠴᠢᠬᠠᠨ ᠳᠡᠪᠳᠡᠷ
ᠪᠠᠭᠤᠷᠢ᠃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ᠠᠩᠬᠠᠳᠤᠭᠠᠷ ᠶᠡᠬᠡ ᠬᠤᠷᠠᠯ ᠤᠨ
ᠣᠨ ᠤ 10 ᠰᠠᠷᠠ ᠶᠢᠨ 31 ᠦ ᠡᠳᠦᠷ᠂ ᠱᠠᠩᠬᠠᠢ᠂
2017

】
ᠣᠨᠴᠠᠪᠢᠴᠢᠯᠭᠡ·ᠱᠢᠺᠦ᠋ᠮᠧᠨ

】
ᠣᠨᠴᠠᠪᠢᠴᠢᠯᠭᠡ·ᠨᠠᠨᠬᠤᠨᠠᠭᠤᠷ ᠤᠨᠬᠥᠪᠡᠭᠡ

︵ᠦᠷᠭᠦᠯᠵᠢᠯᠡᠯᠨᠢ 2 ᠳᠤᠭᠠᠷᠨᠢᠭᠤᠷᠲᠥ︶
ᠨᠠᠷᠢᠨᠲᠣᠳᠣᠷᠬᠠᠢᠲᠡᠮᠳᠡᠭᠯᠡᠭᠰᠡᠨᠪᠠᠶᠢᠨᠠ᠃
ᠤᠯᠤᠰ ᠤᠨᠡᠪᠬᠠᠮᠲᠤᠨᠠᠮ ᠤᠨᠮᠡᠨᠳᠦᠯᠡᠭᠰᠡᠨᠲᠡᠦᠬᠡ ᠶᠢᠨᠪᠦᠬᠦᠪᠠᠶᠢᠳᠠᠯ ᠢ
ᠪᠠᠭᠤᠷᠢ ᠢᠢᠨ ᠦᠵᠡᠭᠦᠯᠦᠯᠭᠡ ᠯᠤᠭᠡ ᠬᠠᠷᠢᠯᠴᠠᠨ ᠭᠡᠷᠡᠴᠢᠯᠡᠵᠦ᠂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ᠠᠩᠬᠠᠳᠤᠭᠠᠷ ᠶᠡᠬᠡ ᠬᠤᠷᠠᠯ ᠤᠨ
ᠪᠠᠶᠢᠬᠤ ᠪᠣᠳᠠᠲᠤ ᠪᠣᠳᠠᠰ ᠪᠠ ᠭᠡᠷᠡᠯ ᠵᠢᠷᠤᠭ ᠨᠢ ᠱᠠᠩᠬᠠᠢ ᠶᠢᠨ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ᠪᠣᠯᠭᠠᠭᠰᠠᠨ ᠢ ᠴᠡᠭᠡᠵᠢᠯᠡᠭᠰᠡᠷ ᠪᠠᠢᠢᠯᠠ᠃ ᠡ᠊ᠨᠳᠡ ᠳᠡᠯᠭᠡᠨ ᠦᠵᠡᠭᠦᠯᠵᠦ
ᠲᠣᠭᠲᠠᠭᠠᠭᠰᠠᠨ ᠭᠠᠢᠢᠬᠠᠨ ᠦᠵᠡᠬᠦ ᠴᠠᠭ ᠢ ᠤᠷᠲᠤᠳᠬᠠᠵᠦ ᠨᠢᠭᠡ ᠴᠠᠭ
ᠨᠢᠭᠡᠪᠦᠷᠢ ᠶᠢ ᠨᠠᠷᠢᠨ ᠭᠢᠨᠠᠮᠠᠭᠠᠢ ᠪᠡᠷ ᠦᠵᠡᠵᠦ᠂ ᠤᠭ ᠤᠨ ᠬᠠᠭᠠᠰ ᠴᠠᠭ ᠢᠶᠠᠷ
ᠶᠡᠷᠦᠩᠬᠡᠶ ᠱᠦᠵᠢ ᠣᠷᠳᠣᠨ ᠤ ᠳᠣᠲᠣᠷᠠᠬᠢ ᠬᠡᠷᠡᠯ ᠵᠢᠷᠤᠭ᠂ ᠥᠰᠥᠭ ᠪᠢᠴᠢᠭ
ᠪᠥᠬᠥ ᠶᠠᠪᠤᠴᠠ ᠳᠤ ᠪᠠᠷᠠ ᠪᠣᠯᠵᠣ ᠶᠠᠪᠤᠭᠰᠠᠨ ᠲᠠᠶᠢᠯᠪᠤᠷᠢᠯᠠᠭᠴᠢ ᠶᠤᠸᠠᠨ ᠵᠢᠩ᠂
ᠳᠤᠷᠠᠰᠬᠠᠯ ᠤᠨ ᠣᠷᠳᠣᠨ ᠳᠤ ᠤᠳᠠᠲᠠᠯᠠ ᠪᠠᠢᠢᠪᠠ᠃ ᠲᠤᠬᠠᠶ ᠶᠢᠨ ᠵᠢᠯ ᠳᠦ
ᠰᠢ ᠶᠢᠨ ᠫᠢᠩ ᠨᠠᠨᠬᠤ ᠨᠠᠭᠤᠷ ᠤᠨ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ᠬᠤᠷᠠᠯ ᠤᠨᠪᠦᠬᠦᠵᠥᠪᠯᠡᠬᠦᠵᠦᠢᠯ ᠢᠶᠡᠨᠪᠡᠶᠡᠯᠡᠭᠦᠯᠦᠭᠰᠡᠨᠪᠠᠢᠢᠨᠠ᠃
ᠰᠢᠯᠵᠢᠨ ᠬᠣᠷᠠᠯ ᠵᠢᠡᠨ ᠦᠷᠭᠦᠯᠵᠢᠯᠡᠵᠦ᠂ ᠣᠩᠭᠣᠴᠠᠨ ᠳᠡᠭᠡᠷᠡ ᠶᠡᠬᠡ
ᠵᠢᠶᠠᠰᠢᠩ ᠤᠨ ᠨᠠᠨᠬᠤ ᠨᠠᠭᠤᠷ ᠤᠨ ᠨᠢᠭᠡᠨ ᠪᠠᠭᠠ ᠣᠩᠭᠣᠴᠠᠨ ᠳᠡᠭᠡᠷᠡ ᠪᠠᠴᠢᠮ
ᠭᠠᠵᠠᠷ ᠤᠨ ᠴᠠᠭᠳᠠᠭᠴᠢ ᠶᠢᠨ ᠲᠦᠢᠪᠡᠭᠡᠯᠭᠡ ᠡᠴᠡ ᠪᠣᠯᠵᠦ ᠵᠧᠵᠢᠶᠠᠩ ᠤᠨ
ᠠᠩᠬᠠᠳᠤᠭᠠᠷ ᠶᠡᠬᠡ ᠬᠤᠷᠠᠯ ᠨᠢ ᠱᠠᠩᠬᠠᠢ ᠶᠢᠨ ᠹᠷᠠᠨᠼᠢ ᠶᠢᠨ ᠲᠦᠷᠢᠶᠡᠰᠦᠨ
ᠱᠠᠩᠬᠠᠢ ᠳᠤ ᠬᠢᠭᠳᠡᠵᠦ ᠪᠠᠶᠢᠭᠰᠠᠨ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ᠣᠩᠭᠣᠴᠠ ᠶᠢ ᠪᠠᠷᠠᠯᠠᠪᠠ᠃ 100 ᠵᠢᠯ ᠦᠨ ᠡᠮᠦᠨᠡᠬᠢ ᠵᠤᠨ ᠤ ᠨᠢᠭᠡ ᠡᠳᠦᠷ᠂
ᠰᠠᠭᠤᠵᠤ ᠵᠢᠶᠠᠰᠢᠩ ᠳ᠋ᠤ ᠬᠦᠷᠴᠦ᠂ ᠨᠠᠨᠬᠤ ᠨᠠᠭᠤᠷ ᠤᠨ ᠤᠯᠠᠭᠠᠨ
ᠦᠶᠠ ᠵᠢᠨ ᠤᠯᠠ ᠮᠥᠷ ᠢ ᠳᠠᠭᠠᠵᠤ᠂ ᠱᠠᠩᠬᠠᠢ ᠡᠴᠠ ᠭᠠᠯ ᠲᠡᠷᠭᠡᠨ ᠳᠦ
ᠰᠢ ᠶᠢᠨ ᠫᠢᠩ ᠪᠣᠯᠤᠨ ᠲᠡᠭᠦᠨ ᠢ ᠳᠠᠭᠠᠭᠰᠠᠳ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ᠠᠬᠠᠮᠠᠳ
ᠲᠤᠰ ᠡᠳᠦᠷ ᠦᠨ ᠦᠳᠡ ᠶᠢᠨ ᠬᠣᠶᠢᠨᠠ᠂ ᠶᠡᠷᠦᠩᠬᠡᠢ ᠱᠦᠵᠢ
【

ᠢᠷᠡᠭᠰᠡᠨᠵᠠᠮ ᠢᠶᠠᠨᠮᠠᠷᠲᠠᠵᠤᠪᠣᠯᠬᠤᠦᠭᠡᠢ︾᠃
ᠶᠡᠬᠡ ᠬᠤᠷᠠᠯ ᠡᠴᠠ ᠡᠬᠢᠯᠡᠭᠰᠡᠨ ᠶᠤᠮ᠂ ᠪᠢᠳᠡᠡ ᠬᠡᠳᠦᠢ ᠬᠤᠯᠠ ᠶᠠᠪᠤᠭᠰᠠᠨ ᠴᠤ
ᠪᠣᠯ ᠴᠥᠮ ᠳ᠋ᠡᠭᠡᠨ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ᠠᠩᠬᠠᠳᠤᠭᠠᠷ
︽ᠶᠡᠷᠦᠩᠬᠡᠢ ᠱᠦᠵᠢ ᠶᠢᠨ ᠬᠡᠯᠡᠭᠰᠡᠨ ᠰᠢᠭ᠂ ᠮᠠᠨ ᠤ ᠨᠠᠮ ᠤᠨ ᠪᠦᠬᠦ ᠲᠡᠦᠬᠡ
ᠬᠥᠮᠦᠰ ᠦᠨ ᠰᠡᠳᠬᠢᠯ ᠢ ᠳᠣᠩᠰᠣᠯᠭᠠᠮᠠ ᠬᠦᠴᠦᠨ ᠢ ᠮᠡᠳᠡᠷᠡᠵᠦ ᠪᠠᠶᠢᠯᠠ᠃
ᠳᠤᠷᠠᠰᠬᠠᠯ ᠤᠨ ᠣᠷᠳᠣᠨ ᠤ ᠳᠡᠳ᠋ ᠰᠤᠳᠤᠯᠤᠭᠴᠢ ᠶᠠᠩ ᠢᠦᠢ ᠮᠥᠨ ᠬᠦ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ᠠᠩᠬᠠᠳᠤᠭᠠᠷ ᠶᠡᠬᠡ ᠬᠤᠷᠠᠯ ᠤᠨ ᠪᠠᠭᠤᠷᠢ ᠵᠢᠨ
ᠳ᠋ᠠᠭᠠᠨ᠂ ᠲᠠᠶᠢᠯᠪᠤᠷᠢᠯᠠᠨ ᠶᠠᠷᠢᠬᠤ ᠳ᠋ᠤ ᠣᠷᠣᠯᠴᠠᠭᠰᠠᠨ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ᠪᠣᠯᠤᠨᠠ︾᠃ ᠲᠤᠬᠠᠢ ᠶᠢᠨ ᠦᠶᠡ ᠶᠢᠨ ᠪᠠᠶᠢᠳᠠᠯ ᠢ ᠡᠷᠭᠢᠴᠡᠭᠦᠯᠵᠦ ᠪᠣᠳᠤᠬᠤ
ᠮᠥᠷᠳᠡᠨ ᠬᠠᠢᠢᠭᠰᠠᠨ ᠪᠠ ᠲᠡᠦᠬᠡ ᠢᠢ ᠬᠦᠨᠳᠦᠳᠭᠡᠵᠦ ᠪᠠᠢᠢᠬᠤ ᠶᠠᠪᠤᠳᠠᠯ
ᠦᠵᠡᠵᠦ᠂ ᠯᠠᠪᠯᠠᠨ ᠠᠰᠠᠭᠤᠬᠤ ᠪᠣᠯᠭᠠᠨ ᠨᠢ ᠪᠦᠷ ᠠᠩᠬᠠᠨ ᠤ ᠵᠣᠷᠢᠯᠲᠠ ᠪᠠᠨ
︽ᠶᠡᠷᠦᠩᠬᠡᠢ ᠱᠦᠵᠢ ᠲᠦᠷ ᠵᠣᠭᠰᠣᠨ᠂ ᠨᠠᠷᠢᠨ ᠠᠵᠢᠬᠯᠠᠨ

农民变“拍客”记录家乡之美

本报伊宁 5 月 16 日讯 石榴云/新
疆日报记者贺江、加孜拉·泥斯拜克报
道：16 日，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
斯经济开发区，一家从事半导体电子元
器件生产的公司，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
着 30 台全自动焊线机。
“我们的产品远
销海内外，产品供不应求，今年一季度
实现销售收入 2.83 亿元。”该公司总经
理张焦伟说，公司 2020 年 7 月正式投
产，
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 45 天。
随着“两霍两伊”一体化发展深入
推进，伊犁州很多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
加快。今年一季度，伊犁州规模以上企
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7.2%。
同一天，位于伊宁县轻纺产业区的
一家纺织公司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
“今年，企业已具备 15 万锭纺纱生产能
力，一季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39%。”
企业负责人隋怀林说，下一步，企业将
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
步延伸产业链。
今 年 1 月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印 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霍尔果斯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以霍尔
果斯为中心，牵引带动霍城县、伊宁市、
伊宁县一体化发展，打造“两霍两伊”城
市带。伊犁州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快推
进“ 两 霍 两 伊 ”一 体 化 发 展 的 实 施 方
案》，提出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提升对外
开放水平，
（下转第三版）

ᠠᠮᠢᠵᠢᠷᠠᠯ ᠤᠨᠬᠦᠴᠦᠨ ᠢᠢᠯᠡᠷᠡᠭᠦᠯᠪᠡ᠃
ᠠᠨᠳᠠᠭᠠᠷᠯᠠᠬᠤ ᠲᠠᠭᠤᠨ ᠨᠢ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ᠭᠧᠨ ᠦ ᠴᠣᠭ ᠪᠠᠳᠠᠷᠠᠩᠭᠤᠶ

【

样子。
”
他说。
当“拍客”几个月后，董希金拍摄
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他把镜头对
准了村里的种植大户董成科，董成科
经常帮村民买肥料，还资助贫困大学
生。董希金想，把董成科的故事拍出
来可以激励更多村民多做好人好事。
刚开始拍摄时董成科并不配合
还不高兴地说：
“ 拍我干啥，你在我跟
前会影响我干活。”
“ 我拍你是为了让
大家看看你是怎样帮助别人的，让大
家也向你学习。
”
董希金解释。
从 4 月农忙开始，董成科走到哪
董希金就拿着 DV 机跟到哪。近 5 个
月时间，当微电影拍摄成功并展现在
村民眼前时，全村人都被董成科的故
事感动了。
这两年，在董希金的带动下，有
120 多名村民成了“拍客”。他们拿着
DV 机或者手机走进田间地头、乡亲
家中，以他们的视角发现新时代乡村
的美，
用身边人、身边事弘扬正能量。
村民杨希秀就是其中一位，现在
她已在抖音平台上传了上百部作品
都是记录农村生活中点滴小事的。其
中，
“ 最美婆婆和最美媳妇”短视频的
点赞量达 1.7 万余次。她说：
“ 其实，就
是拍了我和儿媳的日常生活，没想到
会火。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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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观察②

精河：

︵ᠦᠷᠭᠦᠯᠵᠢᠯᠡᠯᠨᠢ 4 ᠳᠤᠭᠡᠷᠨᠢᠭᠤᠷᠲᠥ︶
ᠵᠢᠩ ᠰᠢᠶᠠᠨ ᠤ︽ᠨᠢᠭᠡ ᠲᠣᠰᠬᠣᠨ ᠳᠤ ᠨᠢᠭᠡ ᠦᠯᠢᠭᠡᠷ︾ᠭᠡᠬᠦ ᠮᠠᠯᠴᠢᠨ ᠰᠤᠷᠭᠤᠭ ᠬᠡᠷᠡᠭ ᠮᠠᠰᠢ ᠣᠯᠠᠨ ᠪᠠᠢᠢᠨᠠ᠃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ᠳᠦᠷᠰᠦ ᠪᠠᠶᠢᠳᠠᠯ
ᠰᠤᠷᠪᠤᠯᠵᠢᠯᠠᠭᠴᠢ ᠳᠤ ᠬᠡᠯᠡᠬᠦ ᠳᠡᠭᠡᠨ᠂ 2015 ᠣᠨ ᠳᠤ᠂ ᠳ᠋ᠦᠩ ᠰᠢ ᠵᠢᠨ ︽ᠰᠡᠭᠦᠳᠡᠷᠯᠡᠭᠴᠢ ︾ᠪᠣᠯᠬᠤ ᠶᠤᠮ ᠃︽ᠮᠠᠨ ᠤ ᠲᠣᠰᠬᠣᠨ ᠳ᠋ᠤ ᠰᠢᠨᠡ ᠴᠢᠳᠠᠬᠤ ᠪᠣᠯᠣᠨᠠ ᠭᠡᠵᠦ ᠳ᠋ᠦᠩ ᠰᠢ ᠵᠢᠨ ᠪᠤᠳᠤᠭᠰᠠᠨ ᠪᠠᠢᠢᠨᠠ᠃
ᠳ᠋ᠦᠩ ᠰᠢ ᠵᠢᠨ ᠪᠣᠯ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ᠠᠩᠬᠠᠳᠠᠭᠴᠢ ᠰᠠᠢᠢᠠ ᠭᠦᠮᠦᠠ ᠤ ᠰᠠᠢᠢᠨ ᠦᠢᠯᠡ ᠶᠠᠪᠤᠳᠠᠯ ᠭᠢᠭᠦ ᠳ᠋ᠦ ᠵᠣᠷᠢᠬᠵᠢᠭᠤᠯᠵᠦ
ᠲᠤᠰ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ᠨᠠᠮ ᠤᠨ ᠡᠭᠦᠷ ᠦᠨ ᠱᠦᠵᠢ ᠳ᠋ᠦᠩ ᠰᠢ ᠯᠢᠨ
ᠰᠡᠭᠦᠳᠡᠷᠯᠡᠵᠦ ᠭᠠᠷᠭᠠᠪᠠᠯ ᠨᠡᠩ ᠤᠯᠠᠨ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ᠠᠷᠠᠳ ᠢ ᠢᠯᠠᠭᠦᠭᠡᠠ
ᠨᠡᠷᠡᠲᠠᠢ︿ᠰᠡᠭᠦᠳᠡᠷᠯᠡᠭᠴᠢ﹀ᠰᠢᠤ︾᠃ 5 ᠰᠠᠷᠠ ᠶᠢᠨ 15 ᠤ ᠡᠳᠦᠷ᠂ ᠰᠢᠯᠭᠠᠷᠠᠭᠤᠯᠣᠨᠭᠠᠷᠭᠠᠬᠤ ᠪᠤᠯᠪᠠ᠃
︽ᠲᠡᠷᠡ ᠰᠤᠯᠠ ᠴᠢᠯᠦᠭᠡᠲᠡᠢ ᠬᠥᠮᠦᠨ ᠪᠢᠰᠢ᠂ ᠬᠠᠷᠢᠨ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ᠬᠤᠭᠤᠴᠠᠭᠠ ᠲᠠᠶ ᠪᠠᠷ ᠨᠡᠪᠲᠡᠷᠡᠭᠦᠯᠬᠦ ᠶᠢᠨ ᠬᠠᠮᠲᠤ ᠰᠢᠯᠢᠳᠡᠭ ᠪᠦᠲᠦᠭᠡᠯ ᠢ ᠮᠦᠩᠬᠦ ᠪᠡᠷ ᠲᠤᠰᠠᠯᠠᠳᠠᠭ ᠪᠠᠢᠢᠨᠠ᠃ ᠳ᠋ᠦᠩ ᠴᠧᠩ ᠺᠸ᠋ ᠵᠢᠨ ᠦᠯᠢᠭᠡᠷ ᠢ
ᠪᠦᠳᠦᠭᠡᠯ ᠤᠳ ᠢ ᠡᠯᠰᠡᠨ ᠴᠤᠭᠯᠠᠭᠤᠯᠵᠤ᠂ ᠲᠣᠭᠲᠠᠭᠰᠠᠨ ᠠᠪᠴᠤ ᠦᠭᠳᠡᠭ ᠪᠦᠭᠡᠳ ᠪᠠᠰᠠ ᠶᠠᠳᠠᠭᠤ ᠬᠦᠴᠢᠷᠳᠡᠯ ᠲᠡᠶ ᠤᠶᠤᠲᠠᠳ ᠢ
ᠰᠡᠬᠦᠳᠡᠷᠯᠡᠵᠦ ᠶᠠᠪᠤᠨᠠ᠃
ᠪᠦᠬᠦ ᠦᠵᠡᠮᠵᠢ ᠶᠢ ᠰᠡᠬᠦᠳᠡᠷᠯᠡᠨ᠂ ᠪᠠᠢᠢᠰᠬᠢᠬᠡᠳ ᠤᠨᠴᠠᠭᠠᠢ ᠦᠵᠡᠮᠵᠢ ᠥᠪᠡᠷ ᠢᠶᠡᠨ ᠲᠣᠭᠯᠠᠨ᠂ ᠥᠪᠡᠷ ᠢᠶᠡᠨ ᠰᠡᠭᠦᠳᠡᠷᠯᠡᠭᠰᠡᠨ ᠪᠢᠴᠢᠯ ᠺᠢᠨᠣ᠋ ᠶᠢᠨ ᠦᠷᠭᠦᠯᠵᠢ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ᠠᠷᠠᠳ ᠢ ᠬᠠᠪᠰᠤᠷᠤᠨ ᠪᠣᠷᠳᠣᠭᠤᠷ ᠬᠤᠳᠠᠯᠳᠤᠨ
ᠤᠲᠠᠰᠤ ᠪᠠᠷ ᠢᠶᠠᠨ ᠵᠤᠭᠰᠤᠯᠳᠠ ᠦᠭᠡᠢ ᠰᠡᠬᠦᠳᠡᠷᠯᠡᠵᠦ᠂ ᠪᠠᠢᠢᠰᠭᠢᠬᠡᠳ ᠤᠶᠠᠯᠳᠤᠭᠤᠯᠵᠤ᠂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ᠠᠷᠠᠳ ᠤᠨ ᠥᠪᠡᠷ ᠢᠶᠡᠨ ᠤᠳᠤᠷᠢᠳᠴᠦ᠂ ᠲᠣᠮᠣ ᠡᠷᠦᠬᠡ ᠳ᠋ᠦᠩ ᠴᠧᠩ ᠺᠧ ᠢᠢ ᠰᠡᠭᠦᠳᠡᠷᠯᠡᠪᠡ᠂ ᠳ᠋ᠦᠩ ᠴᠧᠩ ᠺᠧ
ᠲᠡᠷᠡ ᠰᠡᠭᠦᠳᠡᠷᠯᠡᠬᠦ ᠮᠠᠰᠢᠨ ᠵᠢᠡᠷ ᠵᠢᠡᠨ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ᠲᠠᠷᠢᠵᠦ ᠤᠷᠭᠤᠭᠠᠬᠤ
ᠵᠢᠨ ᠬᠠᠷᠢᠨ ᠮᠠᠰᠢ︽ ᠰᠣᠯᠠ ᠴᠢᠯᠦᠬᠡᠳᠠᠢ︾ ᠪᠠᠶᠢᠵᠤ᠂ ᠭᠠᠷ ᠦᠨᠳᠦᠰᠦᠲᠡᠨ ᠦ ᠪᠦᠯᠬᠦᠮᠳᠡᠯ ᠦᠨ ᠪᠢᠴᠢᠯ ᠠᠵᠢᠯᠯᠠᠭᠠ ᠵᠡᠷᠭᠡ ᠯᠤᠭᠡ
ᠰᠢ
ᠵᠢᠨ ᠠᠩᠬᠠᠨ ᠤ ᠪᠦᠲᠦᠭᠡᠯ ᠢᠶᠡᠨ ᠰᠡᠭᠦᠳᠡᠷᠯᠡᠵᠦ ᠳᠠᠭᠤᠰᠬᠠᠪᠠ᠃
ᠳ᠋ᠦᠩ
ᠠᠮᠵᠢᠠ ᠠᠣᠠᠬᠣᠵᠦ ᠶᠠᠭᠠᠷᠠᠵᠠᠭᠠᠨᠠ ᠃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ᠠᠷᠠᠳ ᠳ᠋ᠦᠩ ᠰᠢ ᠬᠦᠷᠢᠶᠡᠯᠡᠩ ᠭᠢᠭᠡᠳ ᠬᠠᠤᠯᠢᠵᠢᠯ ᠤᠨ ᠤᠬᠠᠭᠤᠯᠤᠨ ᠶᠠᠷᠢᠬᠤ ᠂
︽ᠰᠡᠭᠦᠳᠡᠷᠯᠡᠭᠴᠢ︾ᠪᠣᠯᠣᠭᠰᠠᠨ ᠤ ᠬᠡᠳᠦᠨ ᠰᠠᠷᠠ ᠶᠢᠨ ᠳᠠᠷᠠᠭᠠ᠂
ᠲᠦᠷᠢ ᠪᠠᠢᠢᠳᠠᠯ ᠵᠢᠠᠷ ᠪᠢᠯᠬᠠᠵᠦ᠂ ᠠᠢᠢᠯ ᠡᠷᠦᠬᠡ ᠪᠣᠯᠭᠠᠨ ᠲᠠᠷᠢᠮᠠᠯ ᠤᠨ ᠴᠠᠭ ᠢ ᠺᠢᠨᠣ᠋ ᠶᠢᠨ ᠰᠠᠭᠤᠷᠢᠨ ᠭᠠᠵᠠᠷ ᠢ ᠪᠠᠶᠢᠭᠤᠯᠵᠤ᠂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ᠰᠣᠶᠣᠯ ᠤᠨ ᠶᠡᠬᠡ ᠲᠡᠷᠡᠬᠡᠯᠡᠪᠡ᠃
ᠬᠤᠰᠠᠶ᠋ᠢᠩ ᠲᠧᠷᠢᠭ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ᠲᠠᠷᠢᠮᠠᠯ ᠤᠨ ᠭᠠᠵᠠᠷ ᠲᠤ ᠶᠠᠭᠠᠷᠠᠯᠳᠠᠢ ᠣᠨ ᠳᠤ᠂ ᠵᠢᠩ ᠰᠢᠶᠠᠨ ᠬᠤᠰᠠᠶ᠋ᠢᠩ ᠲᠧᠷᠢᠭ ᠲᠣᠰᠬᠣᠨ ᠳᠤ ᠪᠢᠴᠢᠯ ᠪᠢᠳᠡᠨ ᠦ ᠵᠣᠯ ᠵᠢᠷᠭᠠᠯᠲᠤ ᠠᠮᠢᠳᠤᠷᠠᠯ ᠤᠨ ᠪᠠᠶᠢᠳᠠᠯ ᠢ ᠦᠵᠡᠭᠦᠯᠤᠨᠠ︾ᠭᠡᠵᠦ
ᠵᠣᠨ ᠤ ᠡᠬᠢ ᠪᠡᠷ᠂ ᠵᠢᠩ ᠰᠢᠶᠠᠨ ᠤ ᠳ᠋ᠠᠠᠾᠧᠶᠠᠨᠽᠢ ᠪᠠᠯᠭᠠᠰᠤᠨ ᠤ ᠠᠰᠠᠷ ᠳᠡᠬᠡᠷᠠ ᠤᠭᠰᠠᠷᠠᠭᠰᠠᠨ LED ᠳᠤᠮᠤ ᠳᠡᠯᠭᠡᠴᠡ ᠶᠤᠮ᠃ 2016 ᠦᠭᠴᠦ ᠪᠠᠢᠢᠨᠠ ᠁ ᠪᠢ ᠡᠳᠡᠭᠡᠷ ᠢ ᠰᠡᠭᠦᠳᠡᠷᠯᠡᠨ ᠠᠪᠴᠤ᠂ ᠤᠯᠠᠨ ᠳᠤ
ᠲᠦᠷᠦᠬᠦᠨ ᠳ᠋ᠤ ᠦᠵᠡᠭᠳᠡᠳᠡᠭ ᠨᠢ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ᠠᠷᠠᠳ ᠤᠨ ᠵᠥᠪᠯᠡᠯ ᠦᠨ ᠦᠷᠭᠦᠯᠵᠢ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ᠠᠷᠠᠳ ᠲᠤ ᠪᠣᠳᠠᠲᠠᠢ ᠬᠡᠷᠩ ᠰᠠᠢᠢᠨ ᠭᠡᠷᠩ ᠬᠢᠵᠦ
ᠵᠠᠩ ᠯᠸᠢ ᠵᠧᠩ ᠰᠢᠤᠢ ᠯᠸᠢ ᠴᠢᠮᠡᠭᠡᠴᠢ ᠵᠠᠩ ᠬᠣᠩ ᠲᠤᠤ
ᠬᠤᠰᠠᠶ᠋ᠢᠩ ᠲᠧᠷᠢᠭ ᠲᠣᠰᠬᠣᠨ ᠵᠢᠡᠷ ᠣᠷᠣᠬᠤ ᠳᠤ ᠬᠠᠮᠤᠭ ᠤᠨ ᠨᠢᠬᠳᠠᠷᠠᠭᠤᠯᠬᠤ ﹀ᠲᠣᠰᠬᠣᠨ ᠳᠤ 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ᠠᠵᠢᠯ ᠤᠨ ᠠᠩᠬᠢ
ᠠᠨᠠᠷ ᠡᠭᠦᠯᠠ ᠰᠢᠨᠵᠢᠶᠠᠩ ᠤᠨ ᠡᠳᠦᠷ ᠦᠨ ᠰᠣᠨᠢᠨ ᠤ ᠰᠤᠷᠪᠤᠯᠵᠢᠯᠠᠭᠴᠢ
ᠣᠯᠵᠦ᠂ DV ᠮᠠᠰᠢᠨᠠᠪᠴᠤ︽ᠰᠡᠭᠦᠳᠡᠷᠯᠡᠭᠴᠢ︾ᠪᠣᠯᠣᠭᠰᠠᠨᠶᠤᠮᠬᠡᠪᠡ᠃
ᠠᠷᠠᠳ ᠤᠨ ᠠᠮᠢᠳᠤᠷᠠᠯ ᠳ᠋ᠤ ᠠᠰᠢᠭ ᠬᠦᠷᠳᠡᠬᠡᠬᠦ᠂ ᠠᠷᠠᠳ ᠤᠨ ᠰᠡᠳᠬᠢᠯ ᠢ
ᠰᠢᠠᠵᠢᠶᠠᠩ ᠡᠴᠠ ᠣᠯᠵᠦ ᠦᠵᠩᠰᠡᠠ ᠨᠢ
ᠲᠠᠷᠢᠶᠠᠴᠢᠨ ᠤ ᠪᠢᠴᠢᠯ ᠺᠢᠨᠣ᠋ ᠰᠡᠭᠦᠳᠡᠷᠯᠡᠬᠦ ᠬᠦᠳᠡᠯᠪᠦᠷᠢ ᠡᠴᠡ ᠰᠡᠩᠬᠡᠷᠡᠭᠦᠯᠦᠯ ᠠᠷᠠᠳ ᠤᠨ ᠵᠥᠪᠯᠡᠯ᠂ ︿ᠠᠷᠠᠳ ᠤᠨ ᠪᠠᠢᠢᠳᠠᠯ ᠢ ᠤᠢᠢᠯᠠᠭᠠᠬᠤ᠂
ᠬᠦᠳᠡᠯᠪᠦᠷᠢ ᠥᠷᠨᠢᠭᠦᠯᠵᠦ᠂ ᠲᠣᠰᠬᠣᠨ ᠤ ᠨᠠᠮ ᠤᠨ ᠡᠭᠦᠷ ᠪᠠ ᠲᠣᠰᠬᠤᠨ ᠤ
ᠤᠯᠠᠮ ᠡᠴᠠ ᠤᠯᠠᠮ ᠰᠠᠶᠢᠵᠢᠷᠠᠵᠤ᠂ ᠲᠣᠰᠬᠣᠨ ᠳ᠋ᠤ ᠭᠠᠷᠠᠭ ᠪᠦᠷᠢ ᠰᠣᠶᠣᠯ ᠤᠨ
ᠵᠢᠩ ᠰᠢᠶᠠᠨ᠄
︵ᠦᠷᠭᠦᠯᠵᠢᠯᠡᠯᠨᠢ 2 ᠳᠤᠭᠠᠷᠨᠢᠭᠤᠷᠲᠥ︶
ᠵᠠᠩᠰᠢᠤᠺᠧᠲᠠᠳᠠᠪᠠ
ᠵᠠᠬᠢᠶᠠᠯᠠᠭᠰᠠᠨᠶᠣᠮ᠃
ᠪᠦᠵᠢᠭ ᠤᠨᠲᠤᠭᠯᠠᠯᠳᠠᠭᠠᠷᠭᠠᠵᠤᠪᠠᠢᠢᠨᠠ᠃
ᠬᠣᠨᠣᠬᠤ ᠠᠷᠠᠳ ᠤᠨ ᠣᠷᠣᠨ ᠰᠠᠭᠤᠴᠠ ᠶᠢᠨ ᠪᠠᠭᠤᠳᠠᠯ ᠢ
ᠤ ᠳ᠋ᠤᠯᠠᠩ
ᠦᠵᠡᠮᠵᠢ ᠵᠢᠨ ᠤᠷᠤᠨ ᠳ᠋ᠤ ᠵᠤᠭᠠᠴᠠᠭᠴᠢᠳ ᠲᠲ᠋
ᠰᠢ ᠭᠧᠦ ᠪᠠᠯᠭᠠᠰᠦᠠ ᠤ ᠫᠢᠩ ᠰᠢ ᠯᠢᠶᠠᠩ ᠲᠣᠰᠬᠣᠨ ᠳ᠋ᠤ
ᠰᠢᠨᠵᠢᠶᠠᠩ ᠤᠨ ᠤᠯᠠᠨ ᠤᠯᠤᠰ ᠤᠨ ᠶᠡᠭᠡ ᠪᠠᠽᠠᠷ ᠤᠨ
ᠪᠥᠭᠡᠳ ᠪᠠᠰᠠ 5 ᠰᠠᠷᠠ ᠶᠢᠨ 16 ᠤ ᠡᠳᠦᠷ ᠤᠠ ᠣᠷᠣᠢ ᠱᠦᠢ
5 ᠰᠠᠷᠠ ᠵᠢᠨ 16 ᠦ ᠡᠳᠤᠷ᠂ ᠲᠤᠭᠯᠠᠭᠴᠢᠳ
ᠤᠨ ᠲᠣᠭᠯᠠᠯᠲᠠ ᠶᠢᠨ ᠪᠢᠯᠧᠲ᠋ᠲ᠋ᠢ ᠬᠤᠳᠠᠯᠳᠤᠨ ᠠᠪᠤᠭᠰᠠᠨ
ᠲᠣᠭᠯᠠᠯᠲᠠ ᠶᠢᠨ ᠤᠯᠠᠷᠢᠯ ᠳᠤ ᠪᠢ ᠪᠠᠰᠠ ᠠᠩᠬᠠ ᠴᠠᠷᠠᠩ
ᠤᠷᠢᠳᠴᠢᠯᠠᠨ ᠲᠣᠭᠯᠠᠯᠲᠠ ᠶᠢᠨ ᠤᠯᠠᠷᠢᠯ ᠳᠤ ᠣᠷᠣᠭᠰᠠᠨ ᠨᠢᠭᠡᠨᠲᠡ 3 ᠣᠳᠠᠭᠠ ᠦᠵᠡᠵᠦ ᠥᠩᠭᠡᠷᠡᠭᠰᠡᠨ ᠶᠤᠮ᠂ ᠰᠢᠨᠡ
ᠥᠩᠭᠡᠷᠡᠭᠰᠡᠨ ᠵᠢᠯ ᠦᠨ ᠬᠢ ᠡᠴᠡ ᠬᠠᠭᠠᠰ ᠰᠠᠷᠠ ᠰᠢᠤᠢ ᠷᠧᠨ ᠭᠤᠸᠠᠩ ᠬᠡᠯᠡᠭᠰᠡᠨ ᠨᠢ᠂ ᠪᠢ ᠲᠤᠰ ᠵᠦᠴᠦᠭᠡ ᠶᠢ
ᠪᠠᠶᠢᠵᠤ᠂ ᠰᠢᠨᠵᠢᠶᠠᠩ ᠤᠨ ᠡᠯᠡ ᠦᠵᠡᠮᠵᠢ ᠶᠢᠨ ᠣᠷᠣᠨ ᠴᠤ ᠳᠠᠭᠤᠯᠠᠯ ᠢ ᠲᠣᠬᠯᠠᠠ ᠦᠵᠡᠭᠦᠯᠦᠭᠰᠡᠠ ᠪᠠᠢᠢᠨᠠ︾ᠦᠵᠡᠭᠴᠢ
ᠳᠡᠯᠭᠡᠭᠦᠷ ᠦᠨ ᠰᠡᠷᠭᠦᠭᠡᠯᠲᠡ ᠵᠢᠨ ᠪᠠᠢᠢᠳᠠᠯ ᠡᠷᠴᠢᠮ ᠲᠡᠶ ᠤᠷᠤᠭᠰᠢᠯᠠᠭᠰᠠᠨ ᠢᠷᠠᠭᠤ ᠭᠠᠶᠢᠬᠠᠮᠰᠢᠭᠲᠤ ᠰᠢᠯᠦᠭ
ᠡᠨᠡ ᠵᠢᠯ᠂ ᠰᠢᠨᠵᠢᠶᠠᠩ ᠤᠨ ᠵᠤᠭᠠᠴᠠᠯ ᠤᠨ ᠵᠠᠬᠠ ᠬᠠᠪᠰᠤᠷᠤᠯᠴᠠᠵᠤ ᠂ ᠭᠠᠷ ᠬᠣᠯᠪᠣᠨ ᠡᠷᠡᠯᠬᠡᠭᠯᠡᠨ
ᠪᠣᠯᠤᠨᠠ ᠃
ᠬᠤᠸᠠᠩᠳᠢ ᠶᠢᠨ ᠦᠷᠡ ᠬᠣᠶᠢᠴᠢᠰ ᠤᠨ ᠬᠠᠷᠢᠯᠴᠠᠨ
ᠰᠠᠷᠠ ᠵᠢᠨ ᠲᠣᠭᠯᠠᠯᠲᠠ ᠶᠢᠨ ᠤᠯᠠᠷᠢᠯ ᠢ ᠤᠭᠲᠤᠬᠤ ᠰᠡᠷᠡᠯ ᠦᠨ ᠦᠪᠡᠳᠡᠭᠰᠢ ᠨᠠᠶᠢᠷ ᠲᠡᠳᠦᠢ ᠪᠢᠰᠢ᠂ ᠨᠡᠩ ᠴᠤ ᠶᠠᠨᠳᠢ
ᠡᠬᠢᠯᠡᠨ᠂︽ ᠺᠦᠨᠯᠦ᠋ᠨ ᠦ ᠪᠣᠯᠵᠣᠭᠠ ︾ᠨᠢ 5 ᠰᠢᠬᠠᠭᠤ ᠶᠠᠷᠢᠪᠠ᠃︽︿ᠺᠦᠨᠯᠦ᠋ᠨ ᠦ ᠪᠣᠯᠵᠣᠭᠠ﹀ᠨᠢ ᠬᠠᠷᠠᠭᠠᠨ
ᠵᠢᠨ ᠪᠡᠯᠡᠳᠬᠡᠯ ᠰᠣᠷᠢᠯᠲᠠ ᠪᠣᠯᠤᠨᠠ᠃ 16 ᠤ ᠡᠳᠦᠷ ᠡᠴᠡ ᠺᠦᠨᠯᠦ᠋ᠨ ᠦ ᠪᠣᠯᠵᠣᠭᠠ ᠶᠢ ᠪᠡᠶᠡᠯᠡᠭᠦᠯᠦᠭᠰᠡᠨ ᠦᠯᠢᠭᠡᠷ ᠢ
ᠤᠯᠠᠷᠢᠯ ᠡᠴᠡ ᠡᠮᠦᠨᠡᠬᠢ ᠬᠠᠮᠤᠭ ᠰᠡᠭᠦᠯᠴᠢ ᠶᠢᠨ ᠨᠢᠭᠡ ᠤᠳᠠᠭᠠ ᠵᠣᠪᠠᠯᠠᠩ ᠢ ᠬᠠᠨᠤᠲᠠᠯᠠ ᠠᠮᠰᠠᠭᠠᠳ ᠡᠴᠦᠰ ᠲᠡᠬᠡᠨ
ᠣᠨ ᠤ︽ᠺᠦᠨᠯᠦ᠋ᠨ ᠦ ᠪᠣᠯᠵᠣᠭᠠ︾ ᠶᠢᠨ ᠲᠣᠭᠯᠠᠯᠲᠠ ᠶᠢᠨ ᠠᠯᠤᠰ ᠬᠣᠯᠠ ᠡᠴᠠ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ᠣᠷᠣᠨ ᠳᠤ ᠬᠦᠷᠴᠦ᠂ ᠬᠠᠯᠠ
ᠶᠣᠰᠣᠭᠠᠷ ᠲᠠᠯᠠᠪᠠᠶ ᠳᠤ ᠭᠠᠷᠴᠤ ᠢᠷᠠᠯᠠ ᠂ ᠡᠨᠡ ᠪᠣᠯ 2021 ᠲᠠᠭᠢᠨᠢ ᠰᠢ ᠸᠠᠩ ᠮᠦ ᠢᠢᠠ ᠪᠣᠯᠵᠣᠭᠠ ᠶᠢ ᠭᠦᠢᠴᠡᠳᠬᠡᠵᠦ᠂
ᠠᠪᠴᠠᠯᠳᠤᠵᠦ᠂ 600 ᠥᠩᠭᠡᠷᠡᠦ ᠲᠣᠭᠯᠠᠭᠴᠢ ᠲᠣᠭᠠ ᠸᠠᠩ ᠡᠪᠦᠭᠡ ᠳᠡᠭᠡᠳᠦᠰ ᠬᠤᠸᠠᠩᠳᠢ ᠪᠣᠯᠤᠨ ᠺᠦᠨᠯᠦ᠋ᠨ ᠦ
ᠭᠡᠷᠡᠯᠲᠦᠵᠤ ᠂ ᠣᠷᠳᠣᠨ ᠬᠠᠷᠰᠢ ᠴᠠᠰᠤᠲᠤ ᠠᠭᠤᠯᠠ ᠯᠤᠭᠠ ᠪᠣᠯᠭᠠᠵᠦ᠂ ᠪᠠᠷᠠᠭᠤᠨ ᠵᠧᠸ ᠤᠯᠤᠰ ᠤᠨ ᠦᠶᠡ ᠳ᠋ᠦ᠂ ᠵᠧᠸ ᠮᠥ
ᠬᠥᠭᠵᠢᠮ ᠴᠤᠤᠷᠢᠶᠠᠳᠤᠵᠦ ᠂ ᠱᠤᠮᠤᠷ ᠦᠨ ᠬᠡᠷᠡᠯ ᠳᠤᠸᠠᠯᠠᠨ ᠪᠢᠴᠢᠭ ᠰᠤᠳᠤᠷ ᠲᠥ ᠳᠡᠮᠳᠡᠭᠯᠡᠭᠳᠡᠭᠰᠡᠨ ᠵᠢᠡᠷ ᠡᠬᠡ ᠳᠡᠪᠲᠡᠷ
ᠵᠡᠭᠦᠨ ᠲᠠᠯᠠ ᠳᠤ ᠪᠠᠢᠢᠬᠤ ᠠᠭᠤᠯᠠᠨ ᠬᠠᠪᠴᠢᠯ ᠳᠦ᠂ ᠢᠷᠠᠭᠤ ᠵᠢᠩ ᠪᠢᠴᠢᠭ︾︽ᠮᠥ ᠲᠢᠶᠠᠨ ᠽᠢ ᠶᠢᠨ ᠨᠠᠮᠲᠠᠷ︾ᠵᠡᠷᠭᠡ
︽ᠺᠦᠨᠯᠦ᠋ᠨ ᠦ ᠪᠣᠯᠵᠣᠭᠠ ︾ᠨᠢ︽ ᠱᠠᠨ ᠬᠠᠶ
ᠤᠯᠠᠨ ᠤᠯᠤᠰ ᠤᠠ ᠴᠠᠰᠤᠨ ᠳᠤ ᠭᠤᠯᠭᠤᠬᠤ ᠲᠠᠯᠠᠪᠤᠷ ᠤᠨ
ᠦᠶᠡ ᠪᠡᠷ ᠂ ᠦᠷᠦᠮᠴᠢ ᠰᠢᠶᠠᠨ ᠤ ᠲᠣᠷᠭᠠᠨ ᠤ ᠵᠠᠮ ᠤᠨ ᠬᠡᠷᠡᠭᠯᠡᠭᠡ ᠶᠢᠳᠠᠶᠢᠴᠢᠯᠠᠨᠳᠡᠰᠳᠡᠪᠰᠢᠭᠦᠯᠪᠠ
ᠵᠤᠭᠠᠴᠠᠯ ᠤᠨ ᠲᠣᠭᠯᠠᠯᠲᠠ ᠨ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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ᠬᠠᠮᠲᠤᠯᠢᠭ ᠤᠨ ᠲᠣᠭᠯᠠᠯᠲᠠ ᠴᠤ ᠪᠣᠯᠤᠭ᠂ ᠴᠥᠮ
ᠲᠠᠭᠠᠭᠰᠠᠳ ᠲᠠᠢ ᠦᠵᠡᠮᠵᠢ ᠶᠢᠨ ᠣᠷᠣᠨ ᠤ
ᠰᠢᠨᠵᠢᠶᠠᠩ ᠪᠤᠯ ᠰᠠᠢᠢᠨ ᠭᠠᠵᠠᠷ
ᠪᠣᠯᠤᠭ᠂ ᠡᠰᠡᠬᠦᠯᠡ ᠣᠢ ᠣᠯᠠᠨ ᠪᠢᠰᠢᠷᠡᠨ
ᠨᠠᠷᠢᠯᠢᠭ ᠰᠠᠶᠢᠬᠠᠨ ᠲᠠᠶᠢᠰᠠᠨ ᠤ ᠵᠦᠴᠦᠭᠡ ᠴᠦ
︱︱︱ ᠵᠤᠭᠠᠴᠠᠯ ᠤᠨ ᠳᠡᠭᠡᠷᠡ ᠶᠠᠰᠤ ᠴᠢᠨᠠᠷᠲᠠᠢ ᠬᠥᠭᠵᠢᠯᠲᠡ ᠶᠢ ᠠᠬᠢ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ᠲᠤᠬᠠᠢ ᠠᠵᠢᠬᠯᠠᠯᠲᠠ
ᠪᠣᠳᠠᠲᠤ ᠠᠬᠤᠢ ᠵᠢᠨ ᠦᠵᠡᠭᠳᠡᠯᠲᠦ ᠵᠦᠴᠦᠭᠡ᠂
ᠪᠠᠢᠢᠨᠠ᠃ ᠲᠣᠮᠣ ᠬᠦᠷᠢᠶᠡ ᠬᠡᠪᠴᠢᠶᠡ ᠲᠠᠢ

境。现在，跨境电商运输需求不断增
多，阿拉山口站采取‘集拼集运’的运
输方式，做到整列装车、班列开行。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阿拉山口站运营管理科科长郭三说。
截至 5 月 15 日，阿拉山口跨境电
商零售出口包裹突破 1748.43 万件
货值达 3644 万多元人民币。
“亮丽数据的背后是区位优势
优惠政策和阿拉山口创新跨境电商
货物运输模式的叠加效应。”阿拉山
口 综 保 区 党 工 委 委 员、管 委 会 副 主
任 蔡 虎 表 示 ，跨 境 电 商 中 欧 班 列 常
态 化 运 行 后 ，阿 拉 山 口 将 积 极 融 入
国 家 双 循 环 战 略 ，加 快 推 动 跨 境 电
商产业发展。

地州巡礼

【

上海，
兴业路 76 号，
中共一大会址；
浙江，
嘉兴南湖，
革命红船起航地。
一百年前，13 名平均年龄 28 岁的中共一大代表，
在上海寻常巷陌的石库门内酝酿“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会议被迫中断而转移，在嘉兴南湖一叶小船上继
续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两个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中国革命原点，见证红
色历史的开篇。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
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今天，我们透过三组镜头，追寻革命火种；在时空
交错中，
感念初心历久弥坚。

歌舞新疆 魅力无限

阿拉山口首趟本地
跨境电商出口专列开行

【特写·石库门】
2017 年 10 月 31 日，
上海，
中共一大会址。

ᠪᠤᠳᠤᠵᠤ ᠰᠠᠢᠢᠳᠤᠷ ᠰᠡᠳᠬᠢᠭᠦᠰᠢᠲᠡᠢ ᠶᠤᠮ︾᠃
ᠨᠠᠨᠳᠢᠨ ᠪᠠᠶᠢᠵᠤ᠂ ᠦᠵᠡᠭᠳᠡᠯ ᠨᠢᠭᠡᠪᠦᠷᠢ ᠨᠢ ᠴᠥᠮ ᠰᠠᠢᠢᠨ
ᠳᠤᠷᠠᠰᠬᠠᠯᠲᠤ ᠵᠦᠢᠯ ᠨᠢᠭᠡᠪᠦᠷᠢ ᠨᠢ ᠴᠥᠮ ᠲᠤᠶᠢᠯ ᠤᠨ ᠬᠣᠪᠣᠷ
︽ᠨᠠᠮ ᠪᠠᠶᠢᠭᠤᠯᠤᠭᠳᠠᠬᠤ ᠦᠶᠡ ᠶᠢᠨ ᠲᠡᠦᠬᠡ ᠶᠢ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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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杨金志 袁震宇 郭敬丹 唐 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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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改变当地面貌、改善民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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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专栏，以融合报道方式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

本报阿拉山口 5 月 16 日讯 石榴
云/新疆日报记者宋雅文报道：16 日
11 时，伴随着一声汽笛长鸣，阿拉山
口跨境电商出口专列缓缓驶出阿拉
山口口岸。这是该口岸开行的首趟本
地跨境电商专列。
据了解，这批跨境电商货物主要
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带的服装
□
鞋帽、生活家居、
日用百货等，共计 49
个集装箱，总货值 292 万美元，发往欧
洲比利时、德国、荷兰等。
自 2020 年 1 月开展出口跨境电
商业务以来，阿拉山口口岸出口包裹
数量成倍增长。
“ 以前我们采用跨境
电商零散车辆拼车加挂的方式，货物
到站后，搭载同一流向的中欧班列出

5G、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以自治区
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为支撑，按照
《自治区智慧社区（小区）建设技术导
则（试行）》要求，加快建设智慧物业
管理服务平台，并以该平台为支撑
打造物业管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
和生活服务应用，为居民提供智慧物
业服务。
《意见》指出，鼓励物业服务企业
依托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发挥熟
悉居民、服务半径短、响应速度快等优
势，
在做好物业基础服务的同时，
为家
政服务、电子商务、居家养老、快递代
收等生活服务提供便利，推动物业服
务线上线下融合，促进物业服务企业
由物的管理向居民服务转型升级。

本报乌鲁木齐 5 月 16 日讯 石榴
云/新疆日报记者王玉召从自治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今年，乌鲁木
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
市、阿克苏市等地将全面建成智慧物
业管理服务平台，以点带面、分类推
进开展物业管理服务智能化试点，实
现居住社区生活服务线上线下融合。
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自治区物业服
务企业加快发展线上线下生活服务
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按
照《意见》，到 2025 年，全区物业管理
基本实现智能化，物业服务与社区生
活服务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共建
共治共享的物业管理格局基本形成。
《意 见》指 出 ，今 后 将 广 泛 运 用

“ 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
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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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ᠤᠴᠢ ᠶᠢ ᠮᠥᠷᠳᠡᠨ ᠬᠠᠢᠢᠬᠤ ᠪᠤᠯᠤᠨᠠ ︔ ᠴᠠᠭ ᠣᠷᠣᠨ ᠤ
ᠥᠨᠥᠳᠦᠷ᠂ ᠪᠢᠳᠡᠨ ᠭᠤᠷᠪᠠᠨ ᠪᠦᠯᠦᠭ ᠦᠵᠡᠭᠳᠡᠯ ᠢᠶᠡᠷ
ᠤᠯᠠᠭᠠᠨᠣᠩᠭᠣᠴᠠᠵᠢᠪᠠᠷᠠᠯᠠᠪᠠ᠃
ᠬᠤᠷᠠᠯᠤᠨ ᠪᠠᠭᠤᠷᠢ ᠪᠣᠯᠤᠨ ᠵᠧᠵᠢᠶᠠᠩ ᠤᠨ ᠵᠢᠶᠠᠰᠢᠩ ᠤᠨ ᠨᠠᠨᠬᠸ ᠨᠠᠭᠤᠷ ᠤᠨ
ᠤᠯᠤᠰ ᠤᠨ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ᠠᠩᠬᠠᠳᠤᠭᠠᠷ ᠶᠡᠬᠡ ᠬᠤᠷᠠᠯ ᠬᠢᠭᠳᠡᠭᠰᠡᠨ
ᠪᠣᠯᠤᠨ ᠵᠧᠵᠢᠶᠠᠩ ᠤᠨ ᠵᠢᠶᠠᠰᠢᠩ ᠳ᠋ᠤ ᠬᠦᠷᠴᠦ᠂ ᠱᠠᠩᠬᠠᠢ ᠶᠢᠨ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ᠪᠠᠶᠢᠩᠭᠤ ᠭᠡᠰᠢᠭᠦᠳ ᠢ ᠳᠠᠭᠠᠭᠤᠯᠤᠨ ᠲᠤᠰᠬᠠᠶᠢᠯᠠᠨ ᠪᠡᠭᠡᠵᠢᠩ ᠡᠴᠡ ᠱᠠᠩᠬᠠᠢ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ᠲᠥᠪ ᠬᠣᠷᠢᠶᠠ ᠢᠢᠨ ᠤᠯᠤᠰ ᠲᠦᠷᠦ ᠶᠢᠨ ᠲᠣᠪᠴᠢᠶᠠ ᠢᠢᠨ
ᠦᠭᠡᠢ ᠪᠠᠢᠢᠬᠤᠳᠤ᠂ ᠶᠡᠷᠦᠩᠬᠡᠢ ᠱᠦᠵᠢ ᠰᠢ ᠶᠢᠨ ᠫᠢᠩ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ᠨᠠᠮ ᠤᠨ 19 ᠳᠦᠭᠡᠷ ᠶᠡᠬᠡ ᠬᠤᠷᠠᠯ ᠲᠡᠭᠦᠰᠦᠭᠡᠳ ᠳᠡᠮᠡᠢ ᠤᠳᠠᠭᠠᠳ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ᠲᠡᠦᠬᠡ ᠶᠢᠨᠡᠬᠢᠯᠡᠯᠲᠡ ᠶᠢ ᠭᠡᠷᠡᠴᠢᠯᠡᠪᠡ᠃
ᠤᠯᠤᠰ ᠤᠨ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ᠬᠣᠶᠠᠷ ᠡᠭᠢᠯᠡᠯᠳᠡ ᠵᠢᠨ ᠴᠡᠭ ᠨᠢ
ᠴᠢᠬᠤᠯᠠ ᠪᠡᠯᠭᠡ ᠲᠡᠮᠳᠡᠭ ᠦᠨ ᠠᠴᠢ ᠬᠣᠯᠪᠣᠭᠳᠠᠯ ᠲᠠᠶ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ᠬᠠᠩᠬᠢᠨᠠᠭᠤᠯᠪᠠ᠃
ᠮᠠᠨᠳᠤᠲᠤᠭᠠᠢ ︕ ︾ᠭᠡᠰᠡᠨ ᠢᠳᠡ ᠬᠦᠴᠦᠳᠠᠢ ᠲᠠᠭᠤ ᠵᠢ
ᠳᠡᠭᠡᠷᠡ ᠦᠷᠭᠦᠯᠵᠢᠯᠡᠨ᠄︽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ᠰᠢᠯᠵᠢᠵᠦ᠂ ᠵᠢᠶᠠᠰᠢᠩ ᠤᠨ ᠨᠠᠨᠬᠤ ᠨᠠᠭᠤᠷ ᠤᠨ ᠨᠢᠭᠡᠨ ᠵᠢᠵᠢᠭ ᠣᠩᠭᠣᠴᠠᠨ
ᠬᠡᠷᠡᠭ ᠬᠤᠪᠢᠰᠤᠯ︾ᠢ ᠶᠠᠷᠢᠯᠴᠠᠪᠠ︔ ᠬᠤᠷᠠᠯ ᠨᠢ ᠠᠷᠭᠠ ᠪᠤᠰᠤ ᠲᠠᠰᠤᠯᠠᠬᠳᠠᠨ
ᠮᠦᠧᠧᠳᠠᠬᠢ ᠱᠢ ᠺᠦ᠋ ᠮᠧᠨ ᠳ᠋ᠦ︽ᠲᠩᠷᠢ ᠭᠠᠵᠠᠷ ᠢ ᠳᠣᠩᠰᠣᠯᠭᠠᠭᠰᠠᠨ ᠶᠡᠬᠡ
ᠬᠤᠷᠠᠯ ᠤᠨ 13 ᠲᠥᠯᠥᠭᠡᠯᠡᠭᠴᠢ ᠱᠠᠩᠬᠠᠶ ᠶᠢᠨ ᠰᠢᠶᠦ᠋ᠨ ᠴᠠᠩ ᠰᠢᠶᠠᠩ
ᠪᠠᠢᠢᠭᠰᠠᠨ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ᠠᠩᠬᠠᠳᠤᠭᠠᠷ ᠶᠡᠬᠡ
ᠵᠠᠭᠤᠨ ᠵᠢᠯ ᠦᠨ ᠡᠮᠦᠨᠡ᠂ ᠳᠤᠮᠳᠠᠴᠢ ᠪᠠᠷ 28 ᠨᠠᠰᠤᠲᠠᠶ
ᠤᠯᠠᠭᠠᠨᠣᠩᠭᠣᠴᠠ ᠶᠢᠨᠠᠶᠠᠯᠠᠯᠵᠢᠡᠨᠡᠬᠢᠯᠡᠭᠰᠡᠨ ᠭᠠᠵᠠᠷ᠃
ᠵᠧᠵᠢᠶᠠᠩ᠂ ᠵᠢᠶᠠᠰᠢᠩ ᠤᠨ ᠨᠠᠨᠬᠤ ᠨᠠᠭᠤᠷ᠂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ᠤᠯᠤᠰᠤᠨᠡᠪᠬᠠᠮᠲᠤᠨᠠᠮ ᠤᠨᠠᠩᠬᠠᠳᠤᠭᠠᠷᠶᠡᠬᠡᠬᠤᠷᠠᠯ ᠤᠨᠪᠠᠭᠤᠷᠢ︔
ᠱᠠᠩᠬᠠᠶ᠂ ᠰᠢᠩᠶᠧ ᠵᠠᠮ ᠤᠨ 76 ᠳ᠋ᠤᠭᠠᠷ ᠨᠣᠮᠧᠷᠲᠤ᠂ ᠳᠤᠮᠳᠠᠳᠤ

“红色足迹”，重温红色圣地革命历史，反映干部

ᠰᠢᠨᠬᠤᠸᠠᠬᠣᠷᠢᠶᠠ ᠢᠢᠨᠰᠤᠷᠪᠤᠯᠵᠢᠯᠠᠭᠴᠢ ᠶᠠᠩᠵᠢᠨᡁᠢ ᠶᠤᠸᠠᠨᠵᠧᠨᠢᠦᠢ ᠭᠦᠸᠧᠵᠢᠩᠳ᠋ᠠᠨ ᠲᠠᠩᠲᠤᠤ

17 日起，本报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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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红色足迹”遍及大江南北。5 月

石榴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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ᠠ᠃
ᠦᠢᠯᠡᠳᠦᠯᠭᠡ ᠶᠢᠲᠤᠰᠬᠠᠨ
ᠪᠠᠶᠢᠳᠠᠯ ᠢ ᠬᠤᠪᠢᠷᠠᠭᠤᠯᠵᠦ᠂ ᠠᠷᠠᠳ ᠤᠨ ᠠᠮᠢᠳᠤᠷᠠᠯ ᠢ ᠰᠠᠶᠢᠵᠢᠷᠠᠭᠤᠯᠤᠭᠰᠠᠨ ᠠᠵᠠ ᠵᠢᠷᠭᠠᠯ ᠤᠠ ᠠᠮᠢᠳᠤᠯᠢᠭ
ᠲᠠᠬᠢᠨ ᠡᠷᠭᠢᠴᠡᠭᠦᠯᠵᠦ᠂ ᠺᠠᠳ᠋ᠷ ᠤᠯᠠᠨ ᠲᠦᠮᠡᠨ ᠦ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ᠭᠧᠨ ᠢ ᠤᠯᠠᠮᠵᠢᠯᠠᠵᠦ᠂ ᠲᠤᠬᠠᠢ ᠶᠢᠨ ᠭᠠᠵᠠᠷ ᠤᠨ ᠳᠦᠷᠰᠦ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ᠤᠯᠠ ᠮᠥᠷ︾ᠢ ᠮᠥᠷᠳᠡᠨ ᠬᠠᠢᠢᠵᠤ ᠂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ᠭᠤᠯᠤᠮᠳᠠ ᠵᠢᠨ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ᠲᠡᠦᠬᠡ ᠶᠢ
ᠲᠤᠰᠬᠠᠢ ᠪᠤᠯᠤᠩ ᠡᠷᠬᠢᠯᠠᠵᠤ᠂ ᠠᠭᠤᠰᠤᠯᠴᠠᠭᠤᠯᠤᠨ ᠮᠡᠳᠡᠭᠡᠯᠡᠬᠦ ᠬᠡᠯᠪᠡᠷᠢ ᠪᠡᠷ ᠶᠡᠷᠦᠩᠬᠡᠢ ᠱᠦᠵᠢ ᠰᠢ ᠶᠢᠨ ᠫᠢᠩ ᠦᠨ
ᠠ·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ᠤᠯᠠ ᠮᠥᠷ︾ᠭᠡᠬᠦ
ᠡ ᠠᠶᠠᠨ ᠢ ᠬᠦᠳᠥᠯᠥᠨ ᠵᠢᠯᠤᠭᠤᠳᠤᠨ
ᠠ ᠪᠠᠷ ᠰᠢᠨ
ᠡ ᠦᠵᠡᠯ ᠰᠠᠨᠠᠭ
︽ᠰᠢᠨ
ᠠ ᠶᠢᠨ 17 ᠤ ᠡᠳᠦᠷ ᠡᠴᠡ ᠡᠬᠢᠯᠡᠨ᠂ ᠲᠤᠰ ᠰᠤᠨᠢᠨ
ᠠ ᠶᠢ ᠬᠠᠮᠤᠷᠪᠠ᠃ 5 ᠰᠠᠷ
ᠬᠤᠢᠢᠳᠤ ᠪᠡᠶ
ᠶᠡᠷᠦᠩᠬᠡᠢ ᠱᠦᠵᠢ ᠰᠢ ᠶᠢᠨ ᠫᠢᠩ ᠦᠨ︽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ᠤᠯᠠ ᠮᠥᠷ︾ᠶᠡᠬᠡ ᠮᠥ᠋ᠷᠡᠨ ᠦ ᠡᠮᠦᠨᠡᠳᠤ
ᠡ ᠁
ᠦᠭᠡ ] ᠣᠷᠣᠨ ᠡᠴᠠ ᠰᠢᠶᠠᠩᠵᠢᠶᠠᠩ ᠤᠨ ᠪᠠᠢᠢᠯᠳᠤᠭᠠᠨ ᠤ ᠳᠤᠷᠠᠰᠬᠠᠯ ᠤᠨ ᠬᠦᠷᠢᠶᠡᠯᠡᠩ ᠬᠦᠷᠲᠡᠯ
2 ᠳᠤᠭᠠᠷ ᠪᠦᠬᠦᠳᠠ ᠬᠤᠷᠠᠯ ᠤᠨ ᠬᠠᠭᠤᠴᠢᠨ ᠪᠠᠭᠤᠷᠢ ᠬᠦᠷᠲᠡᠯ
ᠡ᠂ ᠢᠮᠧᠩ ᠡᠷᠲᠡ ᠴᠢᠯᠥᠭᠡᠯᠡᠭᠳᠡᠭᠰᠡᠨ
ᠡᠭᠢᠯᠡᠭᠦ ᠳᠤᠷᠠᠰᠬᠠᠯ ᠤᠨ ᠣᠷᠳᠣᠨ ᠡᠴᠠ ᠰᠢ ᠪᠠᠢ ᠫᠦᠸ᠋ᠸ᠋ ᠵᠢᠨ 7 ᠳᠤᠭᠠᠷ ᠬᠤᠭᠤᠴᠠᠭᠠᠨ ᠤ ᠲᠥᠪ ᠬᠣᠷᠢᠶ
ᠠ ᠢᠢᠨ
ᠠᠩᠬᠠᠳᠤᠭᠠᠷ ᠶᠡᠬᠡ ᠬᠤᠷᠠᠯ ᠤᠨ ᠪᠠᠭᠤᠷᠢ᠂ ᠵᠢᠶᠠᠰᠢᠩ ᠤᠨ ᠨᠠᠨᠬᠤ ᠨᠠᠭᠤᠷ ᠤᠨ 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ᠨ
ᠨᠠᠮ ᠤᠨ 18 ᠳᠤᠭᠠᠷ ᠶᠡᠬᠡ ᠬᠤᠷᠠᠯ ᠡᠴᠠ ᠨᠠᠰᠢ᠂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 ᠪᠤᠯᠤᠩ

蒙老区到湘江战役纪念园……

ᠰᠢᠨᠠ ᠥᠵᠡᠯᠰᠠᠨᠠᠭᠠ ᠪᠡᠷᠰᠢᠨᠠ ᠠᠶᠠᠨ ᠢᠬᠦᠳᠥᠯᠤᠨᠵᠢᠯᠤᠭᠤᠳᠤᠨᠠ·ᠬᠤᠪᠢᠰᠬᠠᠯ ᠤᠠᠤᠯᠠᠮᠥᠷ

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从沂

[开栏的话]

ᠨᡈᡏᡈᠷ᠄
ᠨᡅᡎᡄᡑᡉᠯᡐᡄᡅ
ᡑᡆᡐᡆᡃᡑᡇ ᡅᠨ
ᡅᠨ
ᡇᠯᡇᠰ
ᡍᡄᡋᠯᡄᡋᡄᡅ
ᡄᡃᡔᡄ
ᡍᡆᠷᡆᡃ
ᠰᡆᠨᡅᠨᡅ
ᡅᠨ
ᡈᡑᡈᠷ
ᡎᡅᡅᠨ
ᠱᡅᠨᡓᡅᡕᠠᡊ

大会址、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到

︵ᠦᠷᠭᠦᠯᠵᠢᠯᠡᠯᠨᠢ 2 ᠳᠤᠭᠠᠷᠨᠢᠭᠤᠷᠲᠥ︶
ᠬᠠᠰᠤᠭᠳᠠᠭᠤᠯᠬᠤ ᠦᠢᠯᠡᠰ ᠲᠦ ᠦᠵᠡᠭᠦᠯᠦᠭᠰᠡᠨ ᠴᠢᠬᠤᠯᠠ ᠶᠡᠬᠡ ᠬᠤᠪᠢ ᠨᠡᠮᠡᠷᠢ᠂
ᠳᠠᠭᠠᠭᠤᠯᠵᠤ ᠪᠦᠬᠦ ᠪᠥᠮᠪᠥᠷᠴᠡᠭ ᠦᠨ ᠶᠠᠳᠠᠭᠤ ᠬᠦᠴᠢᠷᠳᠡᠯ ᠲᠡᠢ ᠬᠦᠮᠦᠨ ᠠᠮᠨ ᠵᠢ
ᠡᠪ ᠬᠠᠮᠲᠤ ᠨᠠᠮ ᠤᠨ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ᠠᠷᠠᠳ ᠲᠦᠮᠡᠨ ᠢ ᠪᠦᠯᠬᠦᠮᠳᠡᠭᠦᠯᠦᠨ
ᠤᠯᠤᠰ ᠤᠨ ᠳᠣᠲᠣᠭᠠᠳᠤ ᠭᠠᠳᠠᠭᠠᠳᠤ ᠶᠢᠨ ᠤᠩᠰᠢᠭᠴᠢᠳ ᠤᠨ ᠳᠤᠮᠳᠠᠳᠤ ᠤᠯᠤᠰ ᠤᠨ
ᠴᠢᠬᠤᠯᠠ ᠦᠬᠡ ᠵᠢᠨ ᠠᠨᠭ᠍ᠭ᠍ᠯᠢ ᠬᠡᠯᠡᠨ ᠦ ᠲᠠᠩ ᠳᠡᠪᠲᠡᠷ ᠢ ᠬᠡᠪᠯᠡᠨ ᠲᠠᠷᠬᠠᠭᠠᠭᠰᠠᠨ ᠨᠢ
ᠪᠡᠬᠢᠵᠢᠭᠦᠯᠦᠨ ᠥᠷᠭᠡᠳᠬᠡᠬᠦ ᠳᠦ ᠲᠣᠳᠣᠷᠬᠠᠢ ᠱᠠᠭᠠᠷᠳᠠᠯᠭᠠ ᠳᠤᠷᠠᠳᠴᠠᠢ᠃ ᠡᠨᠡᠬᠦ ᠬᠡᠯᠡᠭᠰᠠᠨ
ᠶᠠᠳᠠᠭᠤ ᠡᠴᠠ ᠬᠡᠳᠦᠯᠬᠡᠵᠦ ᠪᠡᠷᠬᠡ ᠰᠡᠳᠦᠪᠢ ᠰᠢᠢᠳᠪᠤᠷᠢᠯᠡᠭᠰᠠᠨ ᠦᠷᠡ ᠪᠦᠲᠦᠮᠵᠢ ᠵ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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ᠲᠠᠷᠬᠠᠭᠠᠪ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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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试点开展物业管理服务智能化

祉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启迪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上海浙江篇

对于国内外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的
重大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的中国力量，深刻理解中国特色减
贫道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使命等，
具有重要意义。

取得全面胜利，充分肯定了脱贫攻坚取
得的伟大成绩，深刻总结了脱贫攻坚的
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深刻阐述了伟大
脱贫攻坚精神，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出了明确要求。
这篇重要讲话英文单行本的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在全国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
行本，
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上的讲话》，庄严宣告了脱贫攻坚战

ᠵᠢᠨ ᠠᠨᠭ᠍ᠭ᠍ᠯᠢ ᠬᠡᠯᠡᠨ ᠦ ᠲᠠᠩ ᠳᠡᠪᠲᠡᠷ ᠢ ᠬᠡᠪᠯᠡᠨ ᠲᠠᠷᠬᠠᠭᠠᠪᠠ
ᠰᠠᠢᠢᠰᠢᠶᠠᠨᠱᠠᠩᠨᠠᠬᠤᠶᠡᠬᠡᠬᠤᠷᠠᠯᠳᠡᠭᠡᠷᠠ ᠭᠡᠯᠡᠭᠰᠠᠨᠦᠬᠡ︾
ᠪᠡᠷᠬᠡ ᠰᠡᠳᠦᠪ ᠢ ᠰᠢᠢᠳᠪᠤᠷᠢᠯᠡᠭᠰᠠᠨ ᠠᠵᠢᠯ ᠢ ᠳ᠋ᠦᠩᠨᠠᠵᠤ
ᠰᠢ ᠶᠢᠨᠫᠢᠩ ᠦᠨ︽ᠪᠦᠬᠦᠤᠯᠤᠰ ᠤᠨᠶᠠᠳᠠᠭᠤ ᠡᠴᠠᠬᠡᠳᠦᠯᠬᠡᠵ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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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
建设框架协议》签署 4 周年前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共一

让文明交融之光照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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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潮涌千帆竞

走进石库门，在一个放有小册子的展柜前，习近平
“ 唯 有 不 忘 初 心 ，方 可 告 慰 历 史 、
久久凝视。这是 1920 年 9 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中文译本。讲解员说道，它由一位共产党人的老父亲放
告慰先辈”
在衣冠冢中方才保存下来。总书记听了连称很珍贵，说
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
要保存好、利用好。
【长镜头·石库门】
使命重于生命的担当，
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
从中共一大会址向西约 800 米，老渔阳里，中共发
□
人的赤子之心。来到巨幅党旗前，习近平总书记带领
起组成立地；向北约 1 公里，辅德里，中共二大会址；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
南约 500 米，成裕里，印刷《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
宣誓声，
彰显红色基因的旺盛生命力。
本的又新印刷所旧址……
【画外音】
行走在高楼林立的上海，处处可见石库门里的红
“总书记的每次驻足、细看、询问，都是对初心的
色历史——红色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 600 多处，红色
追寻和对历史的尊重。”回想当时场景，参与讲解的
基因融入城市血脉。红色地标展现风华原貌，吸引越来
中共一大纪念馆副研究员杨宇仍能感受到震撼人心
越多的年轻人前来感悟百年波澜壮阔。
的力量。
“ 就如总书记说的那样，我们党的全部历史
“把花放到他的墓碑前时，
我非常心痛，
我终于看清
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
楚了他的样子。”距离中共一大会址约 7 公里，龙华烈士
来时的路。”
陵园。
《觉醒年代》中陈乔年的扮演者、青年演员马启越
【特写·南湖畔】
在陈延年、陈乔年烈士墓前，
深深鞠躬。
年轻的革命者长
当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一行循着革命先辈的足
眠，
但赤诚的初心穿越时空，
仍能激励新时代的青年。
迹，从上海乘坐火车赴嘉兴，瞻仰南湖红船。一百年前
让旧址遗迹成为党史
“教室”
，
让文物史料成为党史
的夏天，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因遭到上海法租界 “教材”
，
让英烈模范成为党史
“教师”
——正在开展的党
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继续
史学习教育中，
上海让红色城市的光荣历史绽放光芒。
进行，
在船上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
【画外音】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习近平驻足许久。当年全程
“少年奔向了远方，旧皮箱装满理想……”近日，上
陪同的讲解员袁晶记得，总书记仔细观看了馆内的每
海市静安区原创红色戏剧《辅德里》将共产党人衣冠冢
一幅图片、每一段文字，原定半小时的参观时间延长
藏文件的故事搬上舞台，主创是平均年龄 28 岁的年轻
到一小时。这里展出的实物和图片，同上海中共一大
团队。
“去掉一百年的‘时差’，先辈其实是我们的‘同龄
会址的展览互为印证，详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
人’。他们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让我们看到伟大是如
历史全貌。
此具体，
牺牲重于泰山。
”
《辅德里》
“90 后”
编剧吴冰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
【长镜头·南湖畔】
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
“ 悠 悠 的 南 湖 水 碧 波 荡 漾 ，小 小 的 红 船 引 领 起
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
航……”在嘉兴市第一幼儿园，老师袁瑛正在教孩子学
的根脉。
唱《红船谣》，这首取自“红船精神”专题教育教材的歌
【画外音】
谣朗朗上口。如今，嘉兴的“红船精神”专题教学，已经
“近 5 年有 892 万人次走进南湖革命纪念馆参观，
覆盖全市从学前到高中各个学段，并将“红船精神”与
他们从党史中重温永不忘却的初心，感悟历久弥新的
学生的德育实践和职业生涯规划紧密结合。
精神。大党和小船，沧桑与青春，使命与担当，每一份感
在南湖旁的嘉兴学院，一批师生将建党初期的峥
动都源于一份初心。
”
袁晶说。
嵘岁月改编成话剧《初心》，
（下转第三版）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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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在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总 结 表 彰
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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