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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袁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
大队迎来 20岁生日遥 在这个光荣的时刻袁
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他们野时代楷模冶荣誉
称号遥

浩瀚宇宙袁灿烂星河袁这支英雄的航天
员队伍见证了中华民族一次次飞天的壮美
航迹遥

太空授课尧天宫遨游星汉尧航天员中期
驻留噎噎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我国航天事业
在习主席领导推动下袁成就非凡遥

前不久袁我们探访北京航天城尧甘肃酒
泉尧四川大凉山等地的航天人袁听他们讲述
记忆深处的那些难忘场景袁 感受我国由航
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稳步迈进的铿锵足音遥

野追求卓越袁扎根大漠袁报效祖国和人
民冶

野报告主席袁我还有一个目标袁就是成
为我国首位女性耶01爷指挥员遥 冶2018年 2月
10日袁 习主席春节前夕来到驻四川部队某
基地看望慰问官兵袁 张润红作为基地科技
干部代表受到接见袁这句响亮的报告袁通过
电视新闻让全国人民记住了这个精干的女
性航天科技干部遥

台上一分钟袁台下十年功遥 野01冶指挥员
指挥一次发射任务袁 表面上看只需要下达
口令袁 但背后必须下苦功夫熟练掌握发射
场 20多个分系统近 200个岗位专业知识袁
更需要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遥 为此袁张润红
主动找经验丰富的野01冶指挥员跟岗学习袁
对全系统尧全流程做到了如指掌遥

2018年 11月 1日 23时 57分袁长征三
号乙运载火箭搭载着第 41颗北斗导航卫
星顺利升空遥 就在这次发射中袁张润红成为
中国航天发射阵地首位女性野01冶指挥员浴

随着任务指挥长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
功袁指挥大厅顿时掌声雷鸣袁同事们欢呼着
向张润红跑来袁竖起大拇指为她点赞遥

何止是安金霞尧张润红袁聆听习主席关
于航天事业的每一次重要讲话袁 所有航天
科技工作者都倍感振奋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习主席亲临发射现场为航天员飞天壮行袁
来到科研人员中间鼓劲加油袁 关心激励航
天人的同时袁 也发出了中华民族向航天强
国进军的时代号令遥

野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尧
更远冶

2013年 6月 11日袁神舟十号载人飞船
即将从大漠深处起飞遥 习主席来到位于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航天员公寓问天阁袁为
航天员聂海胜尧张晓光尧王亚平壮行遥

面对 3名航天员袁 习主席深情地说院
野海胜袁晓光袁亚平袁你们好浴 看到你们精神
饱满尧英姿勃勃袁我感到很高兴噎噎冶

作为我国首位飞天的野80后冶袁王亚平
听到习主席亲切的称呼袁 出征时的紧张情
绪一扫而空袁野这一下子拉近了距离袁 好像
是家里的长辈在我们出行前细心叮嘱冶遥

这已是习主席第三次亲临载人航天任
务现场袁为航天员加油鼓劲遥 时任任务测控
通信指挥部指挥长尧 北京飞控中心副主任
李剑说袁面对一个个崭新的试验项目袁面对
一次次严峻的飞控挑战袁 习主席每次来到
任务现场袁 都给大家带来巨大的鼓舞和满
满的信心遥
承载着期望袁肩负着重托遥 从新型运载

火箭长征七号尧长征五号相继发射成功袁到
被誉为野中国天眼冶的世界最大口径射电望
远镜投入使用曰 从世界首颗量子通信卫星
顺利升空袁到首个北斗全球野厘米级冶定位
系统建设全面启动噎噎中国航天科技工作
者牢记习主席嘱托和关怀袁勇攀科技高峰袁
不断刷新中国高度袁创造中国奇迹遥

野探索浩瀚宇宙袁发展航天事业袁建设
航天强国袁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冶

2016年 12月 20日袁 是航天员陈冬终
生难忘的日子遥 他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主
席的亲切接见袁 这一天恰好是他 38岁生

日遥
陈冬是我国培养的第二批航天员遥 那

年 10月袁他和景海鹏一同搭乘神舟十一号
飞船发射升空袁在太空飞行了 33天袁创造
了中国人太空驻留时间的新纪录遥

虽然曾在太空与习主席通过话袁 但面
对面交流还是陈冬人生中的第一次遥 他握
着习主席的手激动地说院野主席袁 我从太空
下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想和您握个手尧见
个面遥 冶

习主席笑着说院野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们遥 冶
为了这次飞天任务袁陈冬精心准备了 6

年遥 他说院野那一刻袁我的心里非常感动袁觉
得 6年来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遥 冶

梦想的力量袁奋斗的历程袁创造了中国
航天事业发展的奇迹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习
主席亲自指挥实施航空航天重大工程袁推
动空间技术尧 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全面发
展袁 推动我国由航天大国向着航天强国的
目标稳步迈进遥

如今袁在实现中国梦的壮丽画卷里袁航
天强国梦想日益清晰要要要力争 2020 年左
右实现重点突破袁加速迈向航天强国曰2030
年左右实现整体跃升袁跻身航天强国之列曰
2050年之前实现超越引领袁 全面建成航天
强国噎噎 渊源自新华网冤

向更深远的太空迈进

北岳恒山

辉煌中国

一身深蓝色粗布衣服尧 一头刚盖住耳朵
的短发袁在 1975 年剪掉长辫子之后袁申纪兰
4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在农村最常见的打
扮遥

她一生不曾离开劳动袁 即便 89岁高龄袁
每天还是力所能及地参加劳动遥

野要和乡亲们在一起袁把根永远扎在农村
大地上遥 冶她说袁这是她的初心遥

申纪兰 1929 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山
南底村袁 是全国唯一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的人袁一生堪称传奇遥

她嫁到西沟村时才 18岁袁婚后第六天就
下地干活袁一生信守野劳动就是解放冶遥

上世纪 50年代袁她带着十几个姐妹加入
互助组袁和男人一样种树开荒袁把男女野同工
同酬冶变成了现实遥 至今袁村里仍流传着这样
的野斗争故事冶院

春播快开始了袁成堆的粪要往地上匀遥 妇
女装一天粪 7分工袁男人挑尧匀一天 10分工遥
干了一天袁 妇女们都想挑粪匀粪遥 男人不愿
意袁就比赛遥 一样多的人和地袁男人休息了袁妇
女不休息袁不到晌午袁妇女们都匀完了袁有的
男人还没匀完袁 连最反对同工同酬的男社员
也说院野该提高妇女的底分了遥 冶

1983年袁 西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袁迎来改革开放后的新起点遥2年后袁申纪兰
带领乡亲们办起了平顺县第一个村办企业袁
西沟村逐渐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遥

现在袁西沟村有集体企业 4家尧民营企业
12家遥 2018年袁村集体可支配收入 210万元袁
农民人均纯收入 9800元遥

在申纪兰身上袁野勿忘人民尧勿忘劳动冶的
初心已经化为血液遥 即便在担任山西省妇联
主任期间袁她依然早早起床袁给大家扫地尧打
开水尧擦桌子袁也不曾将自己和孩子户口迁到
城市遥

申纪兰对物质生活看得很轻遥 她住的仍
是上世纪 60年代的老房子袁有一张旧桌子和
一个旧式小柜子袁 一张老式木床占了半个屋

子袁没有一件现代化家具和高档电器遥但她却多次将奖金捐
给村集体遥她坚持不领厅级干部工资袁原来每月只拿村集体
150元补贴袁这两年才涨到 300元遥

野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党的教导袁不能脱离群众袁要给
群众干工作遥 冶申纪兰说遥 渊源自新华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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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城南 10千米处袁 距大同市市区
62千米遥 1982年袁恒山以山西恒山风景名胜区的名义袁被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一批国家 AAAA级风景名胜区名单遥

合德镇不仅仅是全县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的中心袁更重
要的是它那与生俱来的历史人文以及那与时俱进的非凡
风采遥

这里在清朝始还只是一片海滩袁清末才有一家住户袁
民国初年仅 10来户人家袁形成一个自然小村落遥 它的形
成和发展袁主要缘起于棉垦袁得益于海运袁兴旺于改革开
放遥

19世纪初叶袁这射阳河口南北尚属成陆未及千年的
黄海滩涂袁到处荒无人烟袁只有海鸟上翔于头顶袁芦花点
头于四周袁小蟹砌楼于遍野遥 清同治 2年渊1863年冤袁来自
草堰口渊今建湖县草堰口镇冤尧只有 20来岁的贫民周国昌
夫妻迁来此地袁渊那时还叫岱范港尾尧 隶属阜宁县九区吴
墩乡冤袁为地主袁亦是国民议员陈伯盟祖上看滩袁搭个草舍
子以捕鱼捉蟹尧刈草烧盐糊口度日遥 几年后生有二子袁取
名世富尧世贵袁自此周姓后代婚娶在此落户成家袁这里便
自然成了周家墩渊今永胜街原文化剧场处冤遥直到后来袁随
着下海小取尧砍草烧盐尧挑鲜贩卖的各类小商小贩日渐增
多袁便形成了以盐民和渔民为主的自然村落袁这就是合德
镇的前身遥

民国 7年渊1918年冤袁清末状元尧江苏农商会长尧著名
实业家张謇开始创办野大纲冶尧野华成冶两家盐垦股份有限
公司袁并委任束曰璐尧邵志冲等人在野周家墩冶筹建垦植公
司袁投资 75万元袁垦地 3.5万亩袁束任董事长尧邵任经理袁
公司取名野合德冶袁意为野合资垦植袁德施于民冶袁总部设在
原合德轧花厂渊海鸿集团冤处遥自此住户越来越多袁至民国
10年渊1921年冤已有几爿小店袁几家布庄袁逐步形成了小
集镇遥 同年袁束又创办了野众志堂公司冶渊在今兴隆村冤袁投
资 6万元袁垦地 3000亩遥 1925年袁经商定袁两家公司又将
公司驻地改为野合兴镇冶袁取野合股投资袁兴办农业冶之意遥
1929 年袁合德公司与当地士绅合作袁开始办工商尧扩市
场尧建街道袁且地皮免费袁经济补偿袁条件相当优惠袁吸引
了许多人士到此落户经营袁外地商贾习惯以野合德冶称之袁
不再叫野合兴镇冶袁并很快将野合德冶这一名称传开了遥

合德的繁荣兴盛袁还得益于有一条自然的海运通道遥
合德东约 3.5 公里处原来有个 野小庙口冶渊又叫合德港
口冤袁小庙口东经射阳河出海袁西经小洋河通向海河和串
场河遥 当是小庙口入海的水道既宽且深袁可停泊 4000吨
位的大轮船袁所以许多客商便从海道来合德做生意遥抗战
前夕小庙口一带已建筑房屋 80余间袁且设有码头尧货栈尧
茶房尧旅社等袁来往船只络绎不断袁初具商埠雏型遥这些船
只南去上海尧崇明尧南通袁北抵连云港袁甚至来往于浙江宁
波尧山东烟台尧青岛等沿海城市袁运输棉花尧粮食尧豆饼等
物资遥其中外国大轮船就有七艘袁倒真有点海港的热闹和
繁华遥 因而袁那时的合德镇就有野苏北小上海冶之誉遥

1937年抗战爆发袁1939年日军占领合德袁从此袁市场
萧条袁航运冷落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遥 为了合德的
解放袁新四军 3师 8旅 22团团长陈发鸿于 1944年秋袁在
解放合德的战斗中英勇牺牲遥后来敌我几经争夺袁反复较
量袁终于 1945年 6月 28日合德获得解放遥 1946年建立
了镇级行政机构袁正式定名为野合德镇冶遥 1949年冬袁射阳
县政府从陈洋迁至合德袁合德镇从此便成了射阳县城遥

纵观合德镇历史袁 清末民初袁 合德镇属阜宁县第 9
区曰1943年 7月袁属射阳县第 7区曰1945年 6月成立区政
府时袁由区长王仁正式宣布将合兴镇复称为合德镇曰1950
年 2月始袁为射阳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曰1958年公社化时袁
由县政府统一命名为大同人民公社曰1959年划社时称合
德人民公社曰1960年春袁镇尧社分设易名为合德镇人民公
社曰1983年体制改革时袁 改名合德镇遥 后由于发展的需
要袁原合兴尧大兴尧陈洋尧耦耕四个乡镇先后并入合德镇袁
合德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阶段遥

渊源自叶美在射阳曳袁作者贺寿光尧张锋冤

县城合德镇
黄海一明珠

日前袁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袁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
就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尧叶退役军人保障法曳制定
进展等回答提问遥

任国强透露袁今年 4月 2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
立 70周年纪念日遥 经中央军委批准袁届时将在山东青岛举
行人民海军成立 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遥

对于叶退役军人保障法曳的制定进展袁任国强表示袁退
役军人事务部日前形成了叶退役军人保障法渊草案冤曳征求
意见稿袁送中央和国家机关袁各省尧自治区尧直辖市人民政
府以及军队有关部门征求意见遥

任国强说袁叶退役军人保障法渊草案冤曳征求意见稿对退
役军人移交接收尧退役安置尧教育培训尧就业创业尧服务保
障尧优待抚恤等做了整体设计和系统规范袁建立了参战退
役军人特别优待尧为退役军人建档立卡尧发放退役军人优
待证尧试行退役军人安置责任制和考核评价等一系列创新
制度遥

不久前袁美军政官员在不同场合表示袁美军将持续开
展南海野航行自由行动冶遥 对此袁任国强表示袁中国对南海诸
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遥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
的共同努力下袁当前南海形势总体向好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美
方野不请自来冶袁一再派遣舰机擅闯中国南海岛礁邻近海空
域袁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袁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准则袁危害地
区和平与稳定遥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遥

任国强还就中俄两军关系尧中国和柬埔寨两国军队将
举行野金龙要2019冶联合训练等回答了记者提问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海军成立 70周年，
多国海军活动将举行

意大利瓦多港地理位置优越袁距工业重镇都灵和
米兰分别只有 140公里和 190公里袁 对于意大利北部
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遥 2016年 10月袁中国中远海运港
口有限公司与瓦多码头控股公司达成股权合作协议袁
参与到瓦多集装箱码头的建设和运营之中遥 瓦多集装
箱码头建成后将是意大利第一个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袁
也是近 30年来意大利新建的第一个码头遥

野意中合作建设和运营瓦多码头是一种耶强强联
合爷冶

记者跟随瓦多码头控股公司经理布鲁诺行走在
集装箱码头建设施工现场遥 野工程进度已经完成近
80%袁预计首个泊位将于 2019年底投入运营遥 建成后袁
新码头将拥有约 700米长的海岸线袁年吞吐能力 86万
个标准箱袁可停靠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船舶遥 冶布鲁诺表
示遥

据瓦多码头控股公司副总经理王宇遒介绍袁由于
航道深度和净空高度的限制袁周边老码头满载停靠作
业船舶的最大载重量是 8800 标准箱遥 新码头建成后
将可以承接 2万标准箱船型的船舶停靠作业遥 同时改
变原有码头以水果为货运主体的单一结构遥 随着工业
品尧生活用品及其他货物的涌入袁新码头的货源结构
将变得更加多元遥

在瓦多码头控股公司的办公大楼里袁记者见到了
刚从施工现场完成巡查工作的总经理保罗窑科奈多遥
科奈多说袁中国企业带来的先进设备和运营系统为意
大利建设首个自动化码头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遥 新
码头完全运营后袁还将吸纳当地近 400人就业遥

自中意双方开展合作以来袁瓦多码头控股公司的
经营状况持续改善遥 2018年袁公司利润增长了 16%遥科
奈多高兴地谈起了意中企业合作后展现的新气象袁他
说袁野中方管理团队和我们分享了非常好的建设和经
营理念遥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袁整个合作团队充满干
劲遥 大家都很积极地面对挑战袁每个人都专注于把工
作做得更好遥 冶

野中国企业的投资给瓦多港带来了新气象遥 冶热那
亚港务局主席保罗窑埃米利奥窑西格诺里尼对记者表
示袁在中远海运集团集装箱船队的支持下袁越来越多
的货物进入瓦多港袁这进一步带动了当地物流等行业
的发展袁由此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袁为热那亚的经
济建设注入新活力遥

野我们希望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冶
野瓦多集装箱码头的建设是改善意大利北部尧瑞

士及德国南部市场供应链设施计划的一个重要环节袁
该码头建成后将在利古里亚大区拥有重要的战略地
位袁将极大提高港口的运作效率遥 我们希望在参与耶一
带一路爷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遥 冶利古里亚大区区长乔
瓦尼窑多蒂说遥

未来袁瓦多港的大部分货物将通过铁路运往意大
利北部工业地区和德国尧瑞士等地遥 王宇遒表示袁野希
望未来同中欧班列实现联运遥 这样从瓦多港上岸的货
物可以从陆路到达中西欧或是中亚和中国袁班列的货
物也可以由中欧班列运抵瓦多港袁然后用海运方式运
抵阿尔及利亚尧突尼斯尧摩洛哥等国遥 冶如此一来袁瓦多
港不仅能成为中南欧的门户港口袁也可以为加强同非
洲的经贸联系开辟新的运输通道遥

除了建设中的瓦多集装箱码头袁意大利东北部位
于亚德里亚海的里雅斯特尧威尼斯及拉文纳的港口也
在紧锣密鼓地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遥 去年 6 月袁意大
利发布的第五版叶意大利海洋经济年度报告曳指出袁在
野一带一路冶建设的推动下袁亚洲贸易运输路线逐渐发
展成为世界贸易的主导力量遥 地中海区域港口的重要
性正不断提升袁竞争力在不断增强遥

野耶一带一路爷为意大利港口发展带来新机遇遥 冶意
大利港口协会主席尧 的里雅斯特港港务局长泽诺窑达
戈斯蒂诺表示袁野地中海是意大利振兴经济的重要依
托遥 大力挖掘海洋经济潜力是意大利未来经济发展的
必由之路遥 意中两国在瓦多港的出色合作起到了很好
的示范作用遥 意大利要抓住机遇袁同耶一带一路爷倡议
更好地实现对接遥 冶

意大利一直是跨海商贸的重要国家遥 野古丝绸之
路为意大利历史上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今天袁我
们通过参与耶一带一路爷建设同亚洲国家形成了更紧
密的联系袁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遥 冶达戈斯蒂诺表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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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为意大利港口发展带来新机遇

走进毛垟乡毛垟村袁上至七八十岁的老
人袁下至小学生袁说起垃圾怎样分类都能说
得头头是道遥 在一户村民家中袁老党员毛军
武娴熟地打开垃圾桶盖袁查看分类情况遥 一
蓝一黄袁 其中蓝色的是用来装可堆肥垃圾
的遥

自开展美丽乡村尧野五水共治冶尧野六边三
化三美冶工作以来袁景宁县垃圾处理的危机
感和紧迫感不断增强遥 近几年袁景宁县决定
以农村为突破口袁 开展垃圾分类的试点探
索袁毛垟乡毛垟村尧大均乡伏叶村作为试点
村袁掀起了全县野垃圾革命冶的野盖头冶遥

毛军武是毛垟村的垃圾分类达人袁他介
绍袁进行垃圾分类时袁村里要求村民把垃圾
分成两类遥 会烂的垃圾称为野可堆肥冶袁比如
剩菜剩饭尧菜叶果皮尧零食碎末等曰不会烂
的袁如塑料尧橡胶制品等称为野不可堆肥冶遥
野可堆肥冶 垃圾运往村边的堆肥器袁野不可堆
肥冶垃圾由村里的保洁员按照野可回收垃圾尧
有害垃圾尧其他垃圾冶袁进行二次分类后再清
运出村遥 保洁员毛大进告诉记者袁他当保洁
员已经 5年了袁 没想到垃圾也能这么吃香袁
可回收的垃圾不用说了袁会烂垃圾经过堆肥
器发酵之后都成了大家抢着要的农家肥遥

野毛垟村是全县农村垃圾分类试点村之
一袁经过前阶段的强力推进袁我们发现袁外在
的美相对容易改变袁内心的美却很难养成袁但却是最核心
的遥冶毛垟乡副乡长雷晓华认为袁垃圾分类不是难事袁但要
改掉村民们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却是个难题袁但她相信袁
事在人为遥 下一步袁毛垟乡将把这项工作在全乡铺开袁做
到美丽路上一村不落袁打造全县美丽乡村集中区遥

在大均乡伏叶村袁 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
类工作启动仪式遥乡长陈帅峰亲自披挂上阵袁向村民讲解
了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和垃圾分类处理管理制度遥 村民们
告诉记者袁实行垃圾分类袁大家都很支持袁特别随着伏叶
村的旅游越来越好袁农家乐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袁村庄生
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游客的数量遥野要治污得先治垃
圾遥垃圾分类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民生大事袁也是开展
美丽城乡尧耶五水共治爷尧耶六边三化三美爷等工作的一项重
要内容遥 做好这些工作袁既要鼓励村民实行垃圾分类袁更
要鼓励村民从控制生活垃圾的源头做起遥冶县治水办袁国
良认为袁野农村垃圾分类的本质就是改变村民垃圾随处乱
扔的陋习袁让老百姓自觉保护环境袁提高素质袁最终效果
是获得一个农村长效保洁机制袁让农村永葆美丽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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