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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78 亿元票房的最“牛”
春节档，逛遍各大文博场馆，
在“微度假”“微旅游”中重新
探索城市之美……牛年春节
文旅消费折射出，人们更加注
重社交属性、文化传承和高品
质体验，庞大的本地市场潜力
成为我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
新动力。 （A3版）

文旅大餐能否节终宴不散？

春节期间，全国各地公安
机关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级级压实责任、层层传递压力，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形成严密
责任链条，用奉献和付出换来
万家的团圆和安宁，努力为人
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为全国
两会顺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A4版）

用我“敬业福”换您“平安福”

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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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依托区域内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茶
叶种植，实现以茶兴旅、以旅促茶、品牌叠加、协同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图为2月21日，纳溪区护国镇梅岭茶园里，发出新绿的茶梯在
山头起伏，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廖胜春 摄

医院病房，白衣天使坚守岗
位，救死扶伤一刻未曾停歇；城
市地下，地铁建设者连续作业，
高质量推进工程进度；街头巷
尾，快递小哥奔忙不息，确保服
务不打烊、配送不间断……刚刚
过去的春节假期，许多人放弃了
同家人团聚的机会，他们坚守工
作岗位，在奋斗与奉献中开启牛
年新岁。

岁月为证，奋斗不止。回望来
时路，我们之所以能从容地应对
惊涛骇浪，凝聚起砥砺前行的万
丈豪情，其中的一个关键，就在于
无数奋斗者挺身而出、勇毅担当。
从白衣为甲、逆行出征的医务人
员，到披星戴月、不辞劳苦的扶贫
干部，从争分夺秒、日夜攻关的科
研工作者，到风雨无阻、辛勤劳作
的农民兄弟……千千万万普通劳

动者挥洒汗水，换来了无数收获
与喜悦。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扎扎
实实努力、勤勤恳恳付出，日子就
会越过越红火，生活就会越来越
幸福。

当今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
的“关键一跃”。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
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十三
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擘
画。面向未来，怎样进一步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如何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如何进一步降低碳排放
强度、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向着美好目标和愿景进发，没有
捷径可走。登高望远，整装待发，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凝聚奋斗的共识、激扬奋进的力
量。只争朝夕、勤勉奋斗，才能在

新的起点上迸发出更加强劲的
动能。

精神如炬，信念如磐。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有怎
样的海拔，就能攀登怎样的高
度。奋进新征程，是意志力的比
拼，也是精神的较量。前进道路
上，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
黄牛精神，始终坚持为民服务、
无私奉献，创新发展、攻坚克难，
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始终保持
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
劲，我们就一定能唱响新时代的
奋斗者之歌，不断标注新的精神
高度。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
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迈步
新征程，扛起“开好局、起好步”
的重任，尤须拿出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拼劲，砥砺“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韧劲，激扬“中流击水”“奋
楫前行”的干劲。对每一个人来
说，无论你是车间里的工人，还
是扎根乡土的农民，无论你是写
字楼里的上班族，还是逐梦前行
的创业者……奋斗的哲学，永远
闪光。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
情，兢兢业业、履职尽责，每个人
的一小步，终将汇聚成国家发展
的一大步。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的开
始，孕育着新的希望。漫漫征途，
迸发“起跑就是冲刺，开局就是
决战”的拼搏之力，实干笃行、奋
发向上，我们就能不负韶华，在
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2月
20日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
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党员干部中引
发热烈反响。

大家一致表示，要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的要求，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正当其时的精神洗礼

“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
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
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
其时，十分必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此
时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大意义。对于甘肃兰州市八路军
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长袁志学来
说，感触尤为深刻。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

我们纪念馆建馆40周年。”袁志
学说，在建党百年的特殊时间节
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对于坚定
信念、凝聚力量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将立足本职工作，做好红色
历史的研究员，红色文化的传播
员，红色家园的守护员，让更多人
了解党史、学习党史。”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特别是在朝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道路
上，艰难险阻不可避免。”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国
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刘付春认
为，在新起点上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对于全党以更加昂扬的精神
状态和奋斗姿态建功新时代、奋
进新征程意义非凡。

“让党的光辉历史在我们的讲
台上常讲常新，让来院学习的学员
学有所思学有所获，这是我们作
为老师的职责使命。”刘付春说。

党史是明灯，也是号角。此时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一

次深刻的思想党课，也是一场全
面的精神洗礼。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蕴
含着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和
智慧，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
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
养。”作为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工
作人员，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
会长、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袁武振说。

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袁武
振表示，接下来将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更加投入到党史
研究工作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永葆活力的必然要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部
教科书里有什么，我们应该学什
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给出
了答案。

“正如总书记所讲的，我们党
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
造的历史。”第一时间上网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华中
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岳奎深有感触。

岳奎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史以辉煌成就证明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科学
性、先进性、人民性，加强党史学
习将进一步促进广大党员干部以
高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推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造，坚持
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
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掷
地有声的讲话，让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的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县委书记黄荣彪心潮澎湃。

环江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也是全国唯一的毛南
族自治县。黄荣彪告诉记者，近年
来环江县累计减贫6.66万人，已

顺利实现整县摘帽，全国毛南族
也已实现整族脱贫。

“我们将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
念，带领毛南族人民群众继续奋
斗，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谈到未
来的工作计划，黄荣彪干劲十足。

英雄者，国之干。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也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
雄史诗。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后，吉林省长春市革命烈士陵
园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刘
杰和同事们来到长春革命烈士纪
念碑前，久久驻足。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
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
先锋。让英烈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
绚烂的光芒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和使命。”刘杰表示，下一步要充
分利用好英烈资源，紧扣党史内
容，弘扬红色文化，传播红色精神，
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顺利开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下转A2版)

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意义重大、鼓舞人心

岁月为证，奋斗不止
彭飞

新华社北京 2 月
21日电（记者 胡璐 于
文静）21世纪以来第18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
央一号文件 2 月 21 日
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全文共5个部分，包括：
总体要求、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
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
领导。

文件指出，“十四
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第一个五年。民族要
复兴，乡村必振兴。党中
央认为，新发展阶段“三
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
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
紧抓实。要坚持把解决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
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
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文件确定，把乡村
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
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
业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
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
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
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
关系，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更有力的
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
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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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留守儿童、老人，守
护春运回家路，开展文旅志愿
服务活动……今年春节期间，
全国各地广大志愿者热情地
提供各种便民利民志愿服务。
一抹抹鲜亮的“志愿红”让“春
节红”更加温暖。 （B3版）

“志愿红”温暖“春节红”

春来新绿满茶园
新华社北京2月22

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
批，国务院近日印发《关
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的意见》（下称
《意见》）。

《意见》指出，革命老
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
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见证。革命老
区大部分位于多省交界
地区，很多仍属于欠发达
地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支持革命老区在新发展
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开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让革命老
区人民逐步过上更加富
裕幸福的生活。

《意见》强调，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激发内生动力，发挥
比较优势，努力走出一条
新时代振兴发展新路，把
革命老区建设得更好。

《意见》明确了三个
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

地制宜推进振兴发展，推动实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促进大中小城市协
调发展、对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
二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增强革
命老区发展活力，完善基础设施
网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
新驱动发展能力。三是补齐公共
服务短板，增进革命老区人民福
祉，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弘扬传承
红色文化、促进绿色转型发展。

《意见》提出，要健全政策体系
和长效机制。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把党的领导始终贯穿革命老区振
兴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各方面各
环节。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优
化土地资源配置，强化组织实施。
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将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列为本地区重点工
作，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
明确责任分工，制定配套政策，健
全对革命老区的差别化绩效评估
体系。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支持革
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
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红色旅游等重点领域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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