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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热词盘点

今年的劳动节!劳模成为耀眼的社会明星!国家领导人强

调"劳动是一切成功的必经之路#!更多的人们认识到!劳动是

托起梦想的动力$同时!在这个集中出游的小长假里!%堵&字

持续升温!成为公众最为强烈的感受!而%挤&则是人们最常态

的遭遇' 景区"人山人海&"逢节必涨&的现象频遭吐槽!不少人

抱怨"比上班还累&' 这些!令宝贵的假期成为一些人心中的

"鸡肋&'带薪休假(错峰休假再度成为热议话题' 无论如何!社

会达成高度共识)如此休假真的该改一改了'

!热词一"劳动光荣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此前在

乌鲁木齐接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先进人物代表时向全

国广大劳动者致以"五一&节问候!并强调!劳动是一切成功的

必经之路'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光荣(知识崇

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新风!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弘扬

劳动精神!推动全社会热爱劳动(投身劳动(爱岗敬业!为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特别是要通过

各种措施和方式! 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热爱劳动的

思想(牢固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为祖国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

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

无疑!劳动是创造辉煌的源泉!是托起梦想的动力' "劳动

光荣&更是永恒的时代主旋律'

!热词二"致敬
!"

后英雄

钱凌云(刘杰!这两个
56

后消防战士的名字在这个假日深

深刻在了万千国人的脑海里'

7

月
8

日下午!上海徐汇区一高层居民住宅楼突发火灾' 在

救援过程中! 消防队水枪手钱凌云和刘杰被强大的气流推到

敞开的窗口!避闪不及失去重心!从
8$

层电梯前窗口坠落至楼

道入口顶部平台!两人随即被送医急救!抢救无效牺牲'

有目击者提供了两名消防员坠落时的图片!照片中!两人

在摔出窗口的瞬间手拉着手! 似乎是其中一人突然失去重心

坠楼!另一人则试图施救'

消防战士的坚强与兄弟情瞬间戳中网友泪点! 不少网友

心痛地为两名
56

后燃烛送别!发起"向
56

后英雄致敬&活动* 网

友
.9&&9:;

感叹说!希望你们一路走好!谢谢你们为
56

后树

立了新的形象*

!热词三"暴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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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带来的伤痛尚未平复!

%

月
$6

日
85

点
86

分! 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再次发生让人痛心疾首

的事件' 经警方连夜全力侦查!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案
7

月
8

日告破' 现已查明!这是一起暴力恐怖性质的爆炸袭击案件'

这一暴行极大危害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破坏了社会正

常秩序!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和一致谴责' 全力打

击暴力恐怖犯罪(坚决依法惩处暴恐分子!为人民群众创造安

定有序(繁荣和谐的社会环境!是民心所盼(众望所归'

!热词四"且堵且珍惜

"鼓浪屿要被踩沉!泰山堵得人发疯' 人山人海煞风景!到

此一游是合影' &小长假期间!多地景区不出意外地迎来了游

客数量爆棚!北上广等地一些主要出城道路也出现严重拥堵!

京藏高速出京长龙长达
77

公里! 部分城市的火车站和汽车站

候车室达到几近爆满的状态'有网友调侃!"动物园里
55255<

的

动物是人&"且堵且珍惜&'

事实上!"人山人海&的背后是"扎堆休假&!其本质是全民

带薪休假尚没有有效推广落实! 在此状况下! 公共节假日的

"人山人海&必须依靠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和管控客流措施来应

对'

!热词五"没省下钱的高速!免费大餐"

小长假期间!各地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北上广等地一

些主要出城道路出现严重拥堵'

8

日!在沈海高速罗源收费站!

因高速公路交通事故暂时封闭!被阻车辆绵延数公里!有旅客

称排队时间已超过
%

小时'

"

日!公安部交管局数据显示!山西

五台山( 安徽九华山( 四川九寨沟等景区道路交通流量增长

"66=

以上'

堵在路上的人们纷纷在网上晒照片!吐"苦水&)"半个小

时!只挪了两公里* &"省了
#6

元过路费!大好假期堵路上!还多

花
866

多元油钱!真是自找苦头' &

免费通行是一件惠民的好事!虽然遭到抱怨!但仍需继续

坚持' 同时!既然"逢节必堵&能够预判!有关部门应更有针对

性地作为' 比如!继续加大高速公路和市内交通设施等公共交

通体设施的建设!尽快完善集中出游的制度安排!从源头疏导

出游的人潮与车流'

!

!热词六"景区吃住行!逢节必涨"

五一泰山景区住宿费涨
>

倍!直接"涨得和泰山一样高&$湖

南凤凰五星级酒店天下凤凰! 标准间平时每晚
>66

多元!

?

月
>6

日晚对外标价已涨到
!66

多元$凤凰沱江岸边一家客栈平时
876

元!小长假
@!6

元' 出行价格也是逢节必涨!短途交通的涨幅在

>6=

左右!机票涨得更多'

专家分析认为!节假日景区吃住行涨价与供需关系失衡

有密切联系' 需求量之所以短时间内集中暴增!一方面公众

出游对于时间的需求只能在假日期间释放!导致游客短时间

内激增$另一方面公众出游对于目的地的需求过度集中在
7A

级景区! 进一步导致了游客在短时间内向固定少数景区涌

入'

专家建议!一方面!景区节假日吃住行涨价应允许市场调

节!但需设置"天花板价格&及涨价上限!限制过度牟取"暴利&

的行为' 同时!迫切需要用带薪休假制度强化保障市民出游的

权利!加快旅游市场差异化发展!为公众提供更多优质的出游

目的地!从根本上疏解需求'

!热词七"文明出游

"五一&旅游高峰期间!各地景区游客爆棚!"文明出游&成

为景区管理和国民素质的重要考题'

一方面!多地景区秩序井然!排队成为多数游客的自觉行

为!加塞儿(践踏草木(逆向占道等行为明显减少!而且一旦发

生!也有不少游人主动干预!公众的文明素质在逐步提升'

而另一方面!随着客流量短时间内激增!一些地方"不文

明&镜头又一次集中上演'

8

日!河南焦作青龙峡景区缆车停运!数百名滞留山腰的

游客经过长达
7

小时的等待后忍无可忍!纷纷从排队等待点爬

窗户到缆车乘车区质问工作人员! 但最终只能摸黑徒步爬上

山$

?

月
>6

日! 杭州萧山湘湖景区举办以放飞萤火虫为主题的

售票活动!但萤火虫数量却寥寥无几!引发游客不满!砸毁部

分活动设施'

在不少景区!随处可见垃圾$一些游客随意攀爬文物$找

不到停车位的游客直接把车停在了南宁市人民公园门口,,

"一些矛盾确实是景区服务水平跟不上导致的$但一些地

方-不文明.行为集中上演的深层次问题!在于游客还缺乏-文

明出游.的意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厉

新建说' %据新华社合肥
#

月
$

日专电&

标

题

新

闻

!!!!!!!

欧乌俄天然气问
题华沙会谈无果而终

!

美国商务部初裁
中国和印尼产味精存在
倾销行为

!

韩国首尔地铁相
撞致百余人受伤

!

科学家确认
%%&

号元素

!#

月节庆开启莫
斯科旅游季

!

乌克兰敖德萨市
发生冲突致

'$

人死亡

!

埃及正式宣布塞
西和萨巴希为总统选举
候选人 !均据新华社电"

谱写实现中国梦的青春华章
"""写在'五四$青年节之际

新华社评论员

青春的身影如白驹过隙匆匆前行#

青春的光辉因昂扬奋进成就永恒$ 在挥

洒激情中书写青春# 在干事创业中磨砺

人生#是个人成长进步%实现美好梦想的

内在要求#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

又逢&五四'#让我们以青春的名义向全

国青年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

&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 '这是

青春的魅力密码#也是青年的责任担当$

青春之于人生# 意味着朝气% 激情和进

取(青年之于国家#代表了生机%活力和

未来$一代代青年为人生勤学苦读#为梦

想执着奋斗#为国家前赴后继#留下一段

段历久弥新的青春记忆# 树起一座座功

勋卓著的青春丰碑$

从
57

年前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五

四'运动急先锋#到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 广大青年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和国家%民族同呼

吸%共命运$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

时期#广大青年赓续&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的&五四'精神#发扬青年人勤于追

求%敢于创新%善于创造的特有品质#坚

守理想信念#坚持脚踏实地#在民族复兴

的道路上用汗水% 智慧和热血标示出青

春的价值刻度# 为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

进步注入澎湃动力$ 古老的中华民族以

充满自信的雄姿大步行进在现代化征程

上$ 革命先烈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

民族'的梦想终成现实$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环境# 一代

人也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从&五四'运

动时的&山河破碎风飘絮'#到今日综合

国力大幅跃升的&风景这边独好'#当代

青年远离社会动荡%告别物质匮乏#享受

着时代进步的丰富馈赠$ 广大青年自当

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好环境# 以十分努

力%百倍勤奋#夯实学业根基#练就过硬

本领# 力求在人生的不懈奋斗中取得更

多佳绩%创造更多辉煌$

当代青年生在和平发展年代# 长在

改革开放时期# 拥有前人难以企及的良

好条件# 也承载着社会深刻变革带来的

阵痛和焦虑$面对激烈竞争和各种压力#

是坚守理想信念的崇高目标# 还是在物

质诱惑中随波逐流( 是安于现状一味求

稳# 还是敢于迎接挑战在时代进步中挺

立潮头#无不考验着广大青年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志存高远才能登高望

远# 胸怀天下方可大展宏图$ 把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奋斗目标#

人生的境界就会更为高远# 前行的动力

就能更加强劲$

改革年代是快速变动% 深刻变化的

时代#也是青年人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

时代$生活从不眷顾墨守成规%安于现状

者#从不青睐坐享其成%不思进取者#而

是把更多机遇留给敢于开拓进取% 善于

革新创造的人们$改革开放的宏图伟业#

就是广大青年脱颖而出%施展才干%建功

立业的宽广舞台$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校正人生坐标# 把学识和才干投入到

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 定能在实现中

国梦的实践中找到人生价值的支点#在

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中拓展梦想成真的路径$

立鸿鹄之志# 成栋梁之才# 最忌空

谈#贵在实干$广大青年成才成功之路就

在脚下$ &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

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 '走

出一己的狭小格局# 投身时代的浩荡洪

流#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多一些

基层一线的摔打磨练# 多一些艰苦创业

的经历体验# 对基本国情的把握就会更

准确#对完善自我的认识就能更清晰#对

理想信念的坚守才能更执着$ 广大青年

在脚踏实地的辛勤耕耘后必将收获精彩

厚重的人生$

当&九零后'%&零零后'相继登上青

春舞台#人们不由地发出&长江后浪推前

浪'的感慨#并对新生代青年寄予&一代

更比一代强'的期待$ &只有进行了激情

奋斗的青春# 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

春#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

留下充实% 温暖% 持久% 无悔的青春回

忆'$ 我们相信#广大青年一定不负时代

厚爱#无愧历史责任#在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壮阔史册中写下青春

无悔的人生华章$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阿富汗山体滑坡伤亡惨重
救援进展缓慢

据新华社喀布尔
#

月
$

日电 由于连

日暴雨!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
B

日发

生山体滑坡' 阿富汗国家灾难管理局局

长穆罕默德+卡卡尔
>

日对新华社记者

说!据他所掌握的数据!灾害致死人数在

@66

人至
566

人之间! 这一数字可能进一

步上升'

事发时部分当地居民外出前往邻近

村落参加婚礼! 故而实际失踪人数可能

没有那么多' 阿富汗中央政府派遣的救

援队正赶往现场! 具体伤亡和失踪人数

尚待进一步同地方官员核对'

此前! 联合国援阿使团援引来自当

地官员的数据说!失踪人数超过
B666

人!

多数被埋在砂石中!恐无生还可能'由于

灾害严重! 当地政府拟在受灾地点设立

墓园并于
>

日晚些时候举行悼念仪式'

据当地媒体报道!

B

日的山体滑坡共

发生两次'第一次灾害发生后!众多居民

自发前往事发地点救援! 随后山体滑坡

再次发生!导致大量人员被埋'事发村庄

地处山区之中! 其背枕山体近一半土石

垮塌滑坡!所过之处房屋树木皆被夷平'

一些男村民拿着铁锹在土层附近挖

掘'由于路况较差!大型救援设备很难进

入灾区!搜救工作收效甚微' 目前只发现

>

具遇难者遗体!尚未发现生还者' 救灾

物资也只能通过小型车辆和直升机运输

进入灾区'不少妇女(老人和孩童坐在屋

外空地上!等待当地警察发放毛毯(饼干

和矿泉水'

巴达赫尚省副省长贝达尔表示!当

地警方已经紧急转移近
C66

户家庭(超过

?666

名当地居民!以防二次灾害发生' 世

界粮食计划署已经起运近
!6

吨食物送往

灾区'

阿富汗红新月会官员
B

日向记者表

示!超过
>66

座房屋在灾害中被掩埋' 红

新月会已就地组建志愿者团队! 并向事

发地区调遣移动医疗室等设备以及食物

和水等紧急救灾物资' 但由于道路年久

失修!运送过程会相对缓慢'

"

月
#

日# 人们在阿富

汗东北部巴达赫尚省山体

滑坡现场救援$由于连日暴

雨#阿富汗东北部巴达赫尚

省
$

日发生山体滑坡$ 据阿

富汗官员说#灾害致死人数

在
%&&

人至
'&&

人之间#这

一数字可能进一步上升$

本栏文图均为新华社发

发生山体滑坡灾害致死人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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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

的战略地位#新疆建设得好不好%发展得怎么样#关系

当地
?C

个民族的
BB@6

多万群众的生产生活#也牵动

着党中央和全国
8>

亿人民的心$

&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关系全国改革发展

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关系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

调研#对做好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进跨越式发展%保

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加强党的建设等工作

进行调研指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重视

和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关怀$

近年来#新疆社会保持稳定#经济发展迅速#人民

生活不断改善$ 特别是
B686

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召开以来#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翻番#城乡居民收入

大幅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疆各

项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一个团结和谐%繁荣富裕%

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正在祖国西部

不断崛起$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民族团结是发展进步

的基石'$ 纵观新疆的发展历程#什么时候各民族团结

和睦%社会稳定#什么时候就能实现较好发展#人民就

能安居乐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新疆面貌之所以发生深刻变化#各族群众生活之所以

显著改善#归根到底在于始终牢牢坚持维护团结稳定

大局#在团结稳定的大环境里着力推动发展#实现经

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稳定是推动发展的前提基础#发展是维护稳定的

有力保障$ 从和各族干部群众共商新疆长远发展大

计#到深入乡村小学考察&双语'教学#再到实地调研

少数民族群众生产就业情况#以及对宗教界人士发挥

积极作用推动发展提出殷切期待# 维护团结稳定%推

动新疆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重点内容#也

正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

新疆居于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向西开放总

体布局的重要位置# 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正

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倍加需要团结稳定的社会环

境$ 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是新疆发展乘势而

进%再上层楼的前提条件#也是增进新疆各族人民福

祉的必然要求$ 牢牢把握新疆不可阻挡的发展大势#

顺应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深厚民意#新疆团结稳定

的基础必定坚如磐石#跨越式发展的动力就会始终充

沛$

古语说得好*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 历史治乱

的规律深刻揭示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

发展进步的浩荡潮流#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

在$ 尽管极少数暴力恐怖分子敌视新疆和谐稳定的发

展环境# 伺机破坏新疆各族人民来之不易的美好生

活#但蚍蜉岂可撼树#螳臂怎能挡车+ 恐怖分子妄图通

过暴力手段破坏民族团结%干扰经济社会发展的罪恶

图谋#违背历史潮流和各族人民意愿#是注定要失败

的$

团结才有稳定#稳定才能发展$ 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鼓舞和指导#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必将

激发出维护稳定% 促进发展的更大力量和更多智慧$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抓住和用好

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机遇#新疆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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