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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俊波：人民的“樵夫”
数风流人物

来自各大旅游企业的信息显示，端午
小长假，国内旅游市场持续向好，居民出游
意愿依旧强烈。14日端午节，全国铁路迎
来出行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100万人
次，加开旅客列车999列。

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的数据显示，端
午出游预订与清明基本持平。甘肃兰州、
新疆伊犁、福建泉州、海南万宁和青海海西
的预订量超2019年1倍以上，不扎堆的甘

肃、青海、新疆成了端午最“潮”目的地。
进入 6 月，西北地区开启“年度最美

秀”。伊犁的薰衣草进入最美的时候，喀纳斯
的金莲花也进入盛开期，伊犁和阿勒泰端午
期间在去哪儿平台的预订量与2019年相比
增长2.5倍。除了新疆，青海海西看茶卡盐
湖的预订量也增长了2倍多。
“后浪”们日益成为旅游新力量。来自飞猪

的统计显示，端午出游近7成是“90后”；“00后”

端午旅游预订量同比上涨超120%，在各年龄段
中增速排名第一。青海俄博梁“火星营地”、游轮
剧本杀、夜游等小众旅游体验快速走红。

为了保障旅客平安有序出行，交通运输
部门用“坚守”诠释假期。中国铁路广州局集
团公司在广州南站、广州站、广州东站设立了
28套5G智能化健康防疫核验系统，旅客进
站刷身份证即可快速查验健康码和核酸检测
结果。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平潭站为应
对“高考减压游”热潮，加强与地方文旅局的
联系，动态掌握进出平潭岛旅行团的出行时
刻，开辟绿色便捷通道，让旅客出行更快捷。

仲夏时
节，烈日炎
炎，福建省
南平市政和
县铁山镇东
涧村的一座
六角亭成为
村民们纳凉
的去处。这
座 亭 名 为
“思波亭”，
是南平原市
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廖
俊波因公殉职的消息传到村里后，村民们“你两百我三百”，自
发捐款盖起来的。

2017年3月18日，星期六。忙了一天的廖俊波匆匆回家扒
了几口饭，从一百多公里外乘车赶往武夷新区，准备主持召开晚上
8时的协调会。途中他不幸遭遇车祸，走完了年仅48岁的一生。

正如微信昵称“樵夫”一样，廖俊波勇挑重担，勇于担当，
他常说“有困难，让我来试试”。

2011年6月，廖俊波来到了彼时困难重重的政和县任县
委书记。政和县是福建省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居全省
之尾。但“省尾书记”廖俊波认为，党组织“把我放在哪里都是
信任，让我做更多的事就是重用”。

走马上任后，廖俊波在政和的乡镇奔走调研两个多月，又
把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召集起来，热烈讨论了三天，发展思路
渐渐明晰——突破工业、城市、旅游、回归等“四大经济”。

4年间，廖俊波带领政和县疾驰在发展之路：2012年县
域经济发展指数提升35位；2013年、2014年蝉联全省“县域
经济发展十佳县”；2014年财政收入由2011年的1.6亿元增
长到4.9亿元。

政和县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的同时，3万多贫困人口
摘掉帽子。

为发展疾呼、为民生奔走，群众生活和收入水平提升是廖
俊波牵挂的一件大事。他为东涧村出谋划策，帮助发展花卉
基地，带动东涧村50多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1万多元。

廖俊波深知，要深入改变闽北落后贫困的局面，还需要招
商引资。武夷新区四级调研员张颖说：“廖俊波对客商充满了
‘求婚的真诚和勇气’。外出招商时他挤地铁、吃快餐，带着5
套图纸上门推介，他的工作方法深深影响了我。”

为说服某机电企业将项目落地政和，廖俊波6次到福安
拜访。该企业监事卓增生说，“感受到他万分想发展政和的
心”。令政和县政协副主席魏常金印象深刻的是：“廖书记甚
至希望把他的手机号码印在广告牌上，全天候24小时办公，
方便投资机会找到政和。”
“等不起啊，等不得！”廖俊波常把“一天有48小时该多

好”挂在嘴边。这种只争朝夕的敬业精神带来了“俊波速度”：
3天跑4座城市，会见6批客商；闽铝轻量化项目从开工到正
式投产历时69天；乘坐的公务车4年跑了36万公里，平均每
天行驶约250公里。

逝世8个月后，廖俊波被评为第六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
模范”。他像一湾俊朗清波，滋润了闽北大地。他像一颗种
子，种在广大干部群众心里。“俊波精神”激励了一批批好干部
好党员，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2017年10月起，
南平市表彰了4批41名“廖俊波式”的好干部、好党员。

据新华社福州6月14日电

仲夏时
节的太行山
区，漫山遍
野 郁 郁 葱
葱。位于河
北省邢台市
西部山区的
前南峪村，
苹果树果实
挂满枝头。
前南峪村林
业技术员郭
海庆感慨地
说：“俺们村
现在的花果山离不开李保国老师的辛苦付出，他扎根前南峪
村，手把手教会我们许多果树栽培技术。”

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把太行
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每年深入基层
200多天，让140万亩荒山披绿，带领10万农民脱贫致富。

李保国常说：“我是农村长大的，过去家里很穷，我见不得
老百姓穷。我是国家恢复高考后培养的第一届大学生，学的
农林专业，该用学到的知识为农民做点儿什么。”

1958年，李保国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的一个农村家
庭。1981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李保国在河北林
业专科学校（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前身）毕业后留校任教。上班仅
十几天，他便和同事们一起扎进太行山，搞起了山区开发研究。

李保国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18项，技术累计应用面积1826万亩，带动山区农民增收58.5
亿元。参与研究提出聚集土壤、聚集径流“两聚”理论，使邢台
前南峪森林覆盖率达到90.7%，植被覆盖率达到94.6%。

李保国在林业技术推广方面，坚持有求必应，从未收过农民
一分钱讲课费，从未拿过企业任何股份。李保国认为：“只有不
为名来、不为利去，一个心眼儿为百姓，农民才信你、才听你。”

无论何时何地，不管认识不认识，对慕名咨询的农民，他
从不敷衍，都真心实意地帮着解答、帮着管理。
“看到乡亲们渴求技术知识的那种眼神，我真舍不得离

开。”李保国永远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农民的儿子，为农民
服务好是他的最大职责。

李保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期奋战在扶贫攻
坚和科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
民事业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

李保国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最美奋
斗者”“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
优秀教师”等称号。2019年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李保国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助理
研究员刘洋是李保国的一名学生，他不但针对苹果树种植为
农民制定果品品质提升方案，还指导农民创新种植软枣、猕猴
桃、秋梨等果品。
“我们要按照李保国老师曾经指导的思路，带领山区果农

对林果树进行统一管理，采用无公害技术，同时注册无公害绿
色产品商标，进一步提升林果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的山村百
姓增收致富。”刘洋说。 新华社石家庄6月14日电

李保国：用科技之手“点石成金”

新华社太原6月14日电 记者从山西
省代县大红才铁矿“6·10”透水事故抢险救
援指挥部了解到，自14日凌晨1时30分至
8时9分许，井下共搜救出3名遇难者。目
前，井下救援仍在继续加速进行，排水设备
保持满负荷运转，排水进度不断加快。

6月10日，大红才铁矿4号井发生透
水事故，当时有13名矿工被困井下。

山西代县铁矿透水事故
已搜救出3名遇难者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记者 周
圆）记者14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
期三天（12日至14日），全国交通运输行
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铁路、公路、水运、民
航预计共发送旅客 1.24 亿人次，日均
4123.2万人次，比2019年同期日均下降
18.8%，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2.5%。

据了解，端午假期，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3167.2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

58.1%；公路预计发送旅客8635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2.1%；水路预计发
送旅客169.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
长20.5%；民航预计发送旅客371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0.1%。
假期期间，公众出行以中短途旅游、探亲

为主，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10609.65万
辆，日均流量3536.55万辆，比2019年同期日
均增长8.12%，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12.22%。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记者 任沁
沁）记者14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截
至14日14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未接报一次死亡3人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全
国主要高速公路、主要国省道总体畅通，未接
报长时间、大范围道路交通拥堵信息。

2021年端午假期，全国公安交管部门主动
研判道路交通运行态势，积极应对群众近郊出
行、中短途旅游等客流叠加的安全和拥堵风险，

全警动员、全力以赴，确保了端午假期全国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端午假期，各地日均投入警力
12万余人次、出动警车3万余辆次；共发布媒体
信息3万余条，发送手机提示短信3100余万条。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朋友：驾
车返程切勿为赶路而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
并自觉系好安全带。遇到交通拥堵，请听从
交警指挥，排队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
道、争道抢行。

号角长鸣，鼓乐阵阵……11日上午，
庄重、古朴的开场乐舞《英魂流芳》拉开了
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序幕。
在屈原故里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来

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屈氏后裔和当地民众，
为了共同的节日聚到了一起。大家一同献
上兰草，祭奠屈原爱国之情。
屈原的精神流芳百世，端午的意义也

更加深远。
“听着鼓点用力划！”“船身要直！”在北

京世园公园，第十三届北京端午文化节暨
“妫水农耕·世园杯”端午群众龙舟大赛在

小长假期间举行。
参赛选手们蓄势待发，互相打气鼓劲。

波光粼粼的妫河上，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在
河面上疾速前行。河畔击鼓声、欢呼声、呐喊
声此起彼伏。参赛队员们奋力挥动船桨，激
起的水花将端午文化节活动推向高潮。

诵读红色经典、举行端午诗会、举办文艺
演出、体验民俗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各地还以端午节为契机，
深入开展“永远跟党走”主题文化活动。
“这是用糖画的龙，又好吃又好看。”“这

是用草编的蜻蜓，好可爱。”6月12日上午，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青山镇源头村文化广场
上，“寻找村宝、唱响村歌、齐秀村艺”端午民
俗文化艺术节火热开展，糖画、盆栽、捏面人、
书法、国画、古酒酿制……各种手艺人端午齐
聚，给群众带来了一场民俗文化盛宴。
“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最早提出者是谁？”

“我知道，是蔡和森。”活动现场设置的党史知识
长廊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地方之一。“端午假期
第一天，不仅让小孩感受到端午民俗的魅力，答
对党史题目还能拿纪念品，真是太有意义了。”专
程带着孩子参加活动的杨明兴奋地说。

吃一口粽子回香，道一声端午安康。美
好的习俗一直都在，美好的生活也一定长长
久久。端午，愿所有美好接“粽”而来。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又是一年端午时，又到一年粽飘香。
对“吃货”而言，吃粽子是端午不可错过的
“重头戏”。

打开京东App不难发现，已经没有什
么可以阻挡“吃货”们把任何东西放进粽子
里了——辣白菜五花肉、意式肉酱、广式腊
肠、茉莉芝心、紫米八宝、藤椒牛肉、鲍鱼松

露、松茸松露、榴莲、雪龙、菌菇、鳗鱼……只
有想不到，没有吃不到。

一些奇特口味的粽子受到尝新者的热
捧，比如五芳斋三款以臭闻名的奇特口味粽
子——水果界的臭味“扛把子”榴莲粽，同样
以臭闻名的臭豆腐粽，更有去年大热的香辣
螺蛳粉粽。

只会买来吃不算本事，自己会做才是真
功夫。在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就业技能培
训志愿服务大队组织“粤菜师傅”深入社区，
与群众一起开展“浓情端午·粤厨闪耀”包粽
子活动。
“广东有非常浓厚的端午文化，各地粽

子形状和口味都有所不同。”“粤菜师傅”陈
勇现场展示传统咸肉粽的制作方法，所有
制作材料均来自当地乡村，蒸好的粽子香
气袭人。

中短途旅游成主力，不扎堆的地方才最“潮”

“粽”情唇齿之间，品味香气袭人

文化活动寓意深远、异彩纷呈

全国预计发送旅客1.24亿人次 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据新华社广州6月14日电（记者 马
晓澄 徐弘毅）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14
日7时通报，6月11日晚，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市八医院在对医务人员进行的例行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中，发现两名阳性感染者。
接报后，相关部门及时进行处置。

据通报，感染者一，女，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市八医院病理科技师；感染者二，男，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急诊科医师。上述
两人在6月11日核酸检测阳性后，送入市八
医院隔离治疗。经进一步检查、专家组会诊，
诊断为确诊病例，目前病情稳定。其中1人
为轻型，另1人为普通型。与病例密切接触
者均已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且核酸检测结果

阴性，无异常状况。同时，对患者涉及的重点
场所均已进行管控和环境消杀。

通报称，根据病毒基因测序、感控管理和
流行病学调查等综合分析，初步推断，两名医
护人员意外暴露造成感染的可能性较大，具
体原因正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

通报称，目前，市八医院已采取严格管控
措施，医院职工在集中居住酒店封闭管理。
每天组织原有医务人员全员核酸检测，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采集市八医院相关环境样本，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新华社香港6月14日电（记者 韦
骅）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14
日公布，截至当日零时，香港新增1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为输入性病例，香港连续7
天本地确诊“零报告”。香港累计报告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11878例。

14日是香港12岁至15岁青少年可
接种复必泰疫苗的首日，特区政府公务员
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当日到访一间较多青
少年预约的疫苗接种中心。他在社交媒
体发文表示，暑假将至，不少青少年会趁
假期外出、上暑期班及与朋友游玩等。接
种疫苗后，即使社区活动增加，亦可大大
降低感染风险。盼望大家及早接种疫苗，
走出“疫”境。

新华社广州6月14日电（记者 马晓
澄徐弘毅）广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14日发布通告，为进一步精准
科学实施疫情防控，广州市根据防控工作

进展，按照分类分批原则，对封闭、封控管理
区域实行有序解封。根据通告，同时符合相
关条件的社区（村），经评估并按程序报批后，
由原决定机关决定解除封闭、封控管理措

施。解封后继续落实其他疫情防控措施。
相关解封条件包括：管控区域内，自各项

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后，连续14天且经过三轮以
上全员核酸筛查无新发感染者，解封前24小时
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且结果均为阴性；所有密
切接触者已得到有效管控；管控区域内涉及重
点场所的“黄码”人员按规定进行核酸检测且
结果均为阴性；环境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广州：对封闭、封控管理区域实行有序解封

广州：两名医务人员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香港适龄青少年即日起
可接种复必泰疫苗

端午假期，重庆市主城区迎来高温天气，不少市民和游客来到
重庆市北碚区的偏岩古镇戏水消暑。 新华社发

青青夏意，艾叶
飘香。

古人过端午，有
祛除邪祟、祈求平安
之意。今人过端午，
出游逛吃、品味文化。

今古时异，人们
互道的却是相同的
“端午安康”。3天小
长假，从游到吃到
玩，好好珍惜生活，
就是最大的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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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俊波（中）在福建省政和县铁山镇东涧
村向花农了解花卉生产情况。 新华社发

李保国（前左）在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向
村民讲解果树修剪知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