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的狮泉河烈士陵园，不时有

人来到孔繁森烈士墓前，为他扫墓。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

安危淡似狮泉河水； 二离桑梓，独

恋雪域， 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

山。 ” 墓两侧石碑上，镌刻着人们

的崇敬。

孔繁森，1944年 7月生，山东聊城

人，生前两次进藏工作。1992年底被任

命为阿里地委书记， 工作期间跑遍了

全地区 106个乡中的 98 个，行程 8 万

多公里，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

长期在阿里地区工作的唐文明，

对当年的一个场景仍然记忆犹新：寒

冬时节，下乡途中，孔繁森看见路边

有一个帐篷，走进后发现，一个单身

母亲在里面抚养着 4 个孩子。孔繁森

掏出身上仅有的 80 多元钱， 留给了

这个母亲，临走前还把大衣脱下给一

个孩子穿上。

“孔书记当时就对我们讲，如果

老百姓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们上对

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老

百姓。 ” 唐文明说。

平均海拔 4500 多米的阿里地

区，气候恶劣，高寒缺氧，是西藏最

艰苦的地区之一。 长期贫穷的局面，

致使当地卫生条件比较落后，医疗人

员短缺。 粗通医术的孔繁森，每次下

乡都要提前买好药，装在随身携带的

小药箱里，随时为群众看病送药。

一次下乡，孔繁森碰到了一位因

肺病发作危在旦夕的老人，他立即把

听诊器的胶管伸进老人喉咙，将浓痰

一口口吸出来，随后运用早年在部队

当兵学过的医术， 给老人打针服药，

直至病情好转。

没有人知道， 他帮助了多少人。

熟悉他的同事记得，对于农牧区老百

姓，孔繁森十分慷慨，在藏工作期间，

他几乎没有给家人寄过钱，工资绝大

部分用在了补贴困难藏族群众身上。

为了真正改变当地贫穷落后面

貌，孔繁森认真学习中央精神，把国

外高原地区开发和其他省市现代化

建设经验与自己的调查研究相结合，

为阿里地区的发展描绘蓝图，其中一

项就是要努力搞活当地边贸市场。

1994 年 11 月 29 日，孔繁森前往

新疆塔城考察边贸事宜， 途中因车祸

不幸以身殉职，时年 50岁。 他身上的

遗物只有两件，其

中一件是他去世前

4 天写的关于发展

阿里经济的 12条建议。

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最喜爱的

那句话：“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

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

爱人民。 ”

孔繁森离开 20 多年了， 当地干

部群众仍然忘不了他。孔繁森小学副

校长强巴次仁说：“他的故事被写成

了歌曲，很多不懂汉语的藏族老百姓

都会唱。 ”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

雪山。 ” 这首孔繁森生前留下的诗

句，是长期默默无闻、坚守高原的党

员干部群像的真实写照。

新华社拉萨 6 月 8 日电

近日， 记者驶过滹沱河子龙大

桥，登上正定古城南城门，放眼望去，

满是古街古楼、古寺古塔、古色古韵；

商厦民居、绿地公园合理分布，城市

中轴线、天际线尽收眼底。

历史上， 正定是我国北方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重镇之一，曾与北

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 。正定现

存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处， 馆藏

文物 7600 多件。 其中，隋龙藏寺碑、

开元寺唐代木构钟楼、隆兴寺宋代建

筑群等享誉海内外。

正定旅游名片荣国府景区，曲乐

悠扬，游人如织，“宁荣街” 上，不时

能看到一对对拍婚纱的恋人。

正定县委书记戚永和介绍说，

改革开放后，正定县确定“旅游兴

县” 发展战略， 兴建全国第一个影

视拍摄基地荣国府，开创了“古城 +

文化 + 人文” 的“中国旅游正定模

式” 。 荣国府建成至今，接待游客超

过 1300 万人次，200 余部影视剧先

后在此拍摄。

近年来， 结合文明城市创建，正

定县贯彻新发展理念，接力践行“旅

游兴县” 发展战略，推动文旅资源与

新兴业态融合创新发展，走出了一条

古城保护与现代旅游相得益彰的发

展之路。

2017 年起， 正定县开始实施古

城风貌恢复提升工程。 2019 年底，24

项古城恢复提升工程全部竣工开放，

“千年古郡、北方雄镇” 历史风貌得

以复归。

为更好保护古建文物，正定县共

动迁 24 个片区，13 家企业迁出古

城， 拆除违章建筑 7 万余平方米，古

城天际线和古建筑轮廓线重现。

与此同步，正定县把创建文明

城市作为改善民生 、 提升城市品

位、 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一

体推进。

县领导分包片区，8.8 万多名志

愿者走上街头。 2017 年以来， 推行

“飞线入地” 工程清除“蜘蛛网” 线

缆 435 公里， 改造了 223 个老旧小

区，提升了 609 条小街巷；新改扩建

常山公园、 子龙广场等 38 个公园、

游园；全城投放了共享汽车、免费观

光车、直饮水机，安装了便民椅……

停车难一度制约正定旅游发展。

正定首先从县委、县政府开始，拆除

沿街单位围墙，打开大门，停车位、开

水间等向社会免费开放。同时新建停

车场，便道施划停车位，实现了 4.48

万个车位免费共享。

“为解决游客如厕难 ，机关单

位厕所对外开放，同时新改扩建厕

所 625 座，实现了便民共享。 ” 正定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王

鹏说，现在，即便是在周末 、节假

日，再也没出现游客排长队上厕所

的问题。

以“无处不精细、无处不精美、

无处不精心、 无处不精彩 ” 为标

准，正定县大力推进城市管理各项

工作， 不仅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县

城，还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县城和国

家卫生县城， 有效改善了城市环

境 ， 大大提升了

城市形象。

“大部分景点

免票，停车场免费，还有热水供应，处

处干净整洁……” 说起在正定古城

的游览体验，一位北京游客竖起大拇

指。

正定县还把文明创建延伸到乡

村，实施垃圾处理、饮水安全等 13 项

行动，全面完成农村“厕所革命” 和

“气代煤”“电代煤” ，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 100%。

“一个烟头摁灭，不见垃圾箱不

丢手，环境改变了人。 ” 县城居民张

五普说。

环境自在舒适的正定，不仅成为

石家庄市民的“后花园” ，更成为

京津冀区域旅游热门“打卡地” 。

如今， 旅游业已成为正定强县富

民支柱产业。 2020年， 全县接待游客

1047.31万人次，旅游收入 81.38亿元。

今年“五一”假期，接待游客 116.19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9.29亿元。

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7 日电

河北正定：

古城保护、现代旅游写新彩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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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12 月 19 日深夜，世界的目光

聚焦在中国南海边一座小城———澳门。

新口岸旁，刚建成的澳门文化中心花

园馆灯火通明， 这是中葡两国政府澳门

政权交接仪式的举行地。

23 时 55 分，降旗、升旗仪式开始，中

葡双方护旗手入场。

中方仪仗队队长抽出的指挥刀格外引

人注目———刀身笔直、华光凛冽、竖立向天。

这把指挥刀的确不是寻常之物。

刀形笔直坚韧，象征中华民族的刚直

不屈；底部配有云龙纹，刻有篆字“天下

第一刀” ；刀的护手，正面看像一只飞舞

着的凤凰， 侧面看又像是一只昂首挺胸

的和平鸽，象征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热爱；

刀鞘上有手工刻制的腾飞巨龙和万里长

城，寓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92 年 10 月 1 日起，中国人民解放

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执行队长和分队长

开始正式配用指挥刀。

92 式指挥刀设计制

造者沈从岐说， 仪仗指挥

刀自诞生以来，见证了国庆、香港和澳门

回归等重大历史事件， 已经成为国威、军

威的象征。

握刀、拔刀、立刀、托刀、撇刀、举刀、

入鞘———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上的军刀礼

一气呵成、行云流水。 但对仪仗队队长来

说，要将这把长 100 厘米、宽 2.5 厘米、重

1.65 公斤的宝刀使得万无一失， 背后是

每天上千次的练习。

23 时 58 分，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

厅旗缓缓降下。

20 日零时， 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奏响，五星红旗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区

旗相伴升起。

澳门，从此迈进一个新时代！

如今， 这把见证澳门回归的指挥刀，

被国家博物馆珍藏。 岁月流逝，宝刀风采

依旧，默默讲述着那永载史册的一刻。

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苦水变“甜” 记

宝刀见证澳门回归

在资源性缺水城市河北邯郸， 苦咸

水、 高氟水曾经是当地百姓多年来的心

病。 得益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南水

流入邯郸百姓家，主城区和中东部 12 个

县区的 460 多万城乡居民告别苦咸水，

喝上了优质甘甜的南水。

在邯郸市曲周县白寨镇王庄村村民

王庆国的记忆中，小时候家里吃水都靠井

水，对于井水，他有着“苦涩” 的回忆。

“以前的水太硬， 打出来存在水缸

里，第二天就发浑。 煮水没几天，水壶就

有厚厚的一层水垢。 ” 王庆国说，不只是

吃水成问题，因为水垢太多，家里的热水

器用不了两年就堵住用不了了。

在南水北调中线通水之前的日子，

邯郸一些地方多是苦咸水、 高氟水，“自

来水能腌咸菜” 。 与此同时，地下水越采

越少，井越打越深。

后来，王庄村通了自来水，但每天只供

两三个小时。2020年下半年，王庄村终于告

别苦咸水，喝上了源源不断的南来之水。

“现在的水变软了、变甜了，水龙头

随开随有，洗澡用的热水器也可以用了，

生活档次明显上去了。 ” 王庆国说。

白寨镇王庄村村民王

良玉说， 原先喝的水带咸

味， 水垢特别大。 喝上南

水后，水垢没有了，水很好很甜，“感谢党

的好政策，把长江水引到我们村里来” 。

白寨镇永安村村民胡秋林告诉记

者，他们原先喝的水是浅井水，小孩容易

拉肚子， 特别是外地来的小孩喝了后容

易拉肚子，而且牙齿变黄。 现在喝上了南

水，小孩不容易拉肚子，牙也不发黄了，

老百姓喝了南水格外放心。

邯郸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南水进入的河

北段首站，是河北省最早用上南水的城市。

邯郸市南水北调办公室综合处处长

张蓝鹏说，2015 年邯郸市主城区居民喝上

了甘甜的南水。 2017 年邯郸市 20 个配套

水厂完成南水切换， 中东部 12 个县区也

用上了南水。 截至目前，邯郸市共用南水

累计超过 13 亿立方米。 南水已成为受水

区群众用水的主力水源。

目前， 邯郸市供水已形成以南水为

主、地表水为补充、地下水应急备用的用

水结构。 由于南水的水质好，饮用口感大

大提升。 同时，南水保障率提高，解决了

邯郸市的安全饮水问题， 人们生活的幸

福感明显增强。

新华社北京 6 月 7 日电

孔繁森：耿耿忠心照雪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