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8
責任編輯：何夢真 美術編輯：張偉強 2022年1月28日 星期五要聞

習近平：用不懈奮鬥創造幸福生活

1月26日至27日，習近平在山西省
委書記林武和省長藍佛安陪同下，來到
臨汾、晉中等地，深入農村、文物保護
單位、企業等考察調研，給基層幹部群
眾送去黨中央的關心和慰問。

26日下午，習近平冒雪來到臨汾市
考察調研。去年10月，山西出現有氣象
紀錄以來最強秋汛，全省11市受災。霍
州市師莊鄉馮南垣村是臨汾市農房受損
較為嚴重的村莊之一，習近平專程來到
這裏看望慰問受災群眾。他聽取了山西
災後恢復重建、秋冬補種、確保群眾安
全溫暖過冬、加強防災減災和應急體系
建設等情況匯報，隨後來到受災村民師
紅兵家中看望。

師紅兵家4間窰洞去年因強降雨全部
倒塌，在政府補助和各方援助下重建了
2間裝配式住房，目前全家已經入住。
習近平仔細察看院落、住房。看到師紅
兵一家正在做年饃，習近平加入進來，
捏了一個棗花，並為麵團點上紅棗。歡
聲笑語中，一個個年饃製作出來，格外
喜慶。

補齊防災短板 重建美好家園
習近平同師紅兵一家老小坐下來拉

家常，親切詢問他們重建住房質量好不
好、年貨置辦齊了沒有、還有什麼困
難。師紅兵告訴總書記，這房子又結實
又暖和，一家人可以踏踏實實過年了，
衷心感謝黨和政府。習近平指出，我一
直牽掛着災區群眾，今天到山西第一站
就來到這裏，是要實地看一看災後恢復
重建情況。看到村容村貌乾淨整潔，生
產生活秩序得到恢復，重建修繕的房屋
安全暖和，家家都在忙年，年貨備得也
很齊全，莊稼地裏孕育着生機，我感到
很欣慰。鄉親們在生產生活上還有什麼
困難，黨和政府要繼續幫助解決。要統

籌災後恢復重建和鄉村振興，加強流域
綜合治理，補齊防災基礎設施短板，提
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帶領人民群眾用
勤勞雙手重建美好家園，用不懈奮鬥創
造幸福生活。

農村現代化 越走越有奔頭
離開村子時，村民們高聲向總書記

問好。習近平給鄉親們拜年，希望大家
以生龍活虎、龍騰虎躍的幹勁把日子過
得越來越好。

隨後，習近平乘車來到汾西縣僧念
鎮段村，考察當地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
果、接續推進鄉村振興、加強基層黨
建等情況。在便民服務中心，村幹部向
習近平介紹了他們開展為民服務、提升
基層治理水平、防止返貧動態監測和幫
扶等做法。

在村民蔡文明家中，習近平一一察
看廚房、卧室和羊圈，詳細詢問家庭收
入多少、生活怎麼樣。聽說一家人2016
年底脫貧後，如今靠養羊、外出務工日
子越過越紅火，習近平十分高興。他指
出，讓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生活，是我們
黨百年來的執著追求，我們要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一代接着一代幹。

村文化廣場上十分熱鬧，村民們打
起威風鑼鼓、扭起秧歌歡慶佳節。看
到總書記來了，人們高興地歡呼起
來。習近平對鄉親們說，我們黨的根本
宗旨就是為人民群眾辦好事，為人民群
眾幸福生活拚搏、奉獻、服務。我們如
期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如期實現了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現在踏上了全面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建設現
代化國家離不開農業農村現代化，要繼
續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扎實推進鄉村振
興，讓群眾生活更上一層樓，在推進農
業農村現代化中越走越有奔頭。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1月26日至27日，中華民族傳統
節日春節即將到來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來到山西，看望慰問基層幹部群眾以及受災群眾。習近平
表示，黨和政府要帶領人民群眾用勤勞雙手重建美好家園，用不懈
奮鬥創造幸福生活。習近平向全國各族人民、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
僑胞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闔家幸
福、虎年吉祥！祝願偉大祖國山河錦繡、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繁
榮富強！

山西考察 向全國人民及港澳台同胞致新春祝福

一定要把這個年過好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26日

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冒雪來到山西霍州
市師莊鄉馮南垣村，實地了解山西災後
恢復重建等情況。習近平對鄉親們說，
我今天到山西來，主要是關心去年災情
對大家生產生活造成的影響。讓我感到
欣慰的是，雖然這次災害很嚴重，但在
黨和政府關心幫助下，有你們的自力更
生，很快把災後重建和秋冬補種工作抓
了起來，我心裏有了底。一定要把這個
年過好！

同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山西
汾西縣僧念鎮段村，走進村便民服務中
心考察，來到村民家中看望。習近平同
鄉親們說，看到大家對現在的生活感到
滿意，我很高興。下一步，我們要走的
路還很長，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
了，第二個百年的新征程已經開啟，我
們要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現
代化離不開農業農村現代化，要把鞏固
脫貧攻堅成果和鄉村振興銜接好，使農
村的生活奔向現代化，越走越有奔頭。

提升能源供應 確保民眾溫暖過冬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春節

前夕，習近平赴山西考察調研。習近平
十分關心冬季供電供熱保障工作。27日
下午，他來到山西瑞光熱電有限責任公
司考察調研。習近平首先聽取山西省能
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和企業推進煤炭清
潔高效利用、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等
工作介紹。在企業熱電機組生產集中控
制室、燃料智能化管控中心、機器人自
動化驗室，習近平察看生產運行數據，
向現場技術人員了解企業加強節能減
排、提高生產效率和安全生產保障等情
況。

國企要帶頭保供穩價
習近平隨後走進企業儲煤場，駐足

察看煤場儲煤等情況。他強調，山西作
為全國能源重化工基地，為國家發展作
出了重要貢獻。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不
是別人讓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必須要

做，但這不是輕輕鬆鬆就能實現的，等
不得，也急不得。必須尊重客觀規律，
把握步驟節奏，先立後破、穩中求進。
富煤貧油少氣是我國國情，要夯實國內
能源生產基礎，保障煤炭供應安全，統
籌抓好煤炭清潔低碳發展、多元化利
用、綜合儲運這篇大文章，加快綠色低
碳技術攻關，持續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
級。要積極穩妥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
目標，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應有貢獻。

企業職工熱情向總書記問好，習近平
向大家致以新春問候。他指出，供電供
熱事關經濟發展全局和社會穩定大局，
是關係民生的大事。要貫徹落實黨中央
關於能源保供各項部署要求，多措並舉
加強供需調節，提升能源供應保障能
力，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帶頭保供
穩價，強化民生用能供給保障責任，確
保人民群眾安全溫暖過冬。

平遙古城調研 參與陳醋發酵打耙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1

月26日至27日，習近平赴山西考察調
研。習近平27日在晉中市考察調研。
當天上午，他來到平遙古城，自迎薰
門步行入城，登上城牆俯瞰全貌，隨
後乘車來到平遙縣署，聽取古城歷史
沿革、建築布局、文化遺產保護傳承
等情況匯報。平遙古城被列入世界文
化遺產名錄，是中國保存最為完整的
古城之一。習近平指出，歷史文化遺
產承載着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不
僅屬於我們這一代人，也屬於子孫萬
代。要敬畏歷史、敬畏文化、敬畏生
態，全面保護好歷史文化遺產，統籌
好旅遊發展、特色經營、古城保護，
築牢文物安全底線，守護好前人留給

我們的寶貴財富。

購買平遙牛肉餃子醋
在日昇昌票號博物館，習近平了

解晉商文化和晉商精神的孕育、發展
等情況。他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
深入挖掘晉商文化內涵，更好弘揚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服務經濟社會
發展和人民高品質生活。

古城南大街年味濃郁。習近平沿
街巷察看古城風貌，走進平遙牛肉
店、推光漆器店、東湖老醋坊，了解
當地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和開展特色經
營情況，並購買了平遙牛肉、餃子醋
等年貨，還參與了陳醋發酵打耙。他
指出，要做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者，保

護好推光漆器等文化瑰寶，把富有民
族特色的傳統文化產業發揚光大、推
向世界。現場群眾紛紛向總書記問
好，習近平向大家揮手致意，給大家
拜年。

習近平強調，當前，全球疫情仍
在擴散並呈現新的特點，新型變異毒
株傳播快、傳染力強，加上冬季各類
傳染性疾病高發，防控風險增大。各
級黨委和政府要始終繃緊疫情防控這
根弦，堅持以預防為主，持續抓緊抓
實抓細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工作，提
高防控的科學性、精準性。群眾就
醫、供應、通行等方面也要全面跟
上，保障好人民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
需要。

習近平山西考察
講話要點
談脫貧攻堅

•建設現代化國家離不開農
業農村現代化，要繼續鞏
固脫貧攻堅成果，扎實推
進鄉村振興，讓群眾生活
更上一層樓，在推進農業
農村現代化中越走越有奔
頭。

談文化保育

•要做優秀傳統文化傳承
者，保護好推光漆器等文
化瑰寶，把富有民族特色
的傳統文化產業發揚光
大、推向世界。

談疫情防控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始終繃
緊疫情防控這根弦，堅持
以預防為主，持續抓緊抓
實抓細外防輸入、內防反
彈工作，提高防控的科學
性、精準性。群眾就醫、
供應、通行等方面也要全
面跟上，保障好人民生命
安全和基本生活需要。

談能源保供

•要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能
源保供各項部署要求，多
措並舉加強供需調節，提
升能源供應保障能力，大
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帶
頭保供穩價，強化民生用
能供給保障責任，確保人
民群眾安全溫暖過冬。

資料來源：新華社

▲春節前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山西考察調研。1月26日下午，習近平在汾西縣僧念鎮段村，
同村民親切交流。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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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下午，習近平在山西霍州市師莊鄉馮南垣村村民家中看望。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