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别伤痛历史 共创美好未来
!!!评金门"张夏会#

曾经硝烟弥漫的战地$ 如今安宁繁

荣的热土$ 金门见证了海峡两岸从兵戎

相向%隔绝对峙到交流合作%和平发展的

沧桑巨变&

!"

日$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首度

踏上这个堪称两岸关系"战争与和平#历

史缩影的海岛$ 与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

夏立言会面$ 让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

负责人第三次会面尤具特殊意义&

去年
!

月%

#

月$ 张志军与时任陆委

会主委王郁琦两度会面%成功互访$实现

了
#$

多年来两岸交往的新突破$ 成为推

动两岸关系全面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此

次"张夏会#在金门登场$保持了双方两岸

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互访% 会面的势头$

充分证明坚持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

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

基础$坚持开展两岸协商谈判$坚持为两

岸民众谋福祉$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此次"张夏会#虽历时仅约两小时$但

双方就当前两岸关系形势%政策和需要解

决的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达成诸多

共识$取得丰硕成果$对在新的重点节点

上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增进政治

互信& 双方表示要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正确方向$ 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切实维护台海和平

稳定$继续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

岸关系取得新进展&

其次$坚持通过交流沟通%协商谈判

来聚同化异&双方表示两部门要加强交流

沟通$共同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

努力'要继续推进制度化协商$尽快就货

贸协议达成共识$早日举行两会第十一次

会谈并适时签署新协议&

最后$积极回应两岸同胞关切$务实

解决民生问题& 双方就"陆客中转#%两岸

经济交流合作% 保护对岸求学学生合法

权益%通缉犯遣返%福建向金门供水%台

湾方面申请加入亚投行等热点问题 $表

明了积极合作的正面态度$ 提出务实可

行的解决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和平是宝贵

的$和平需要维护#& "张夏会#在金门的

成功举行$ 相信会让两岸同胞对总书记

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历史不能

改变$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

衷心希望两岸双方%两岸同胞坚定信心$

勇于担当$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齐

心开创两岸关系美好未来$ 共同致力于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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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将探索实行企业食品安全员!师"制度

据新华社郑州
!

月
"#

日电(记

者 张兴军)记者
!"

日从河南省政府

办公厅获悉$作为食品大省$为倒逼

企业提升质量安全内控能力$ 新近

出台的
!#$%

年河南食品安全工作要

点提出$将探索在部分重点行业%企

业试点实行食品安全员(师)制度&

河南食品安全工作要点提出 $

今后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 将强化

企业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具体措施

包括$ 督促企业制定以食品生产经

营者首负责任 %食品安全员 (师 )管

理责任% 从业人员岗位责任为主要

内容的主体责任制度&

与此同时$ 河南将加快健全食

品企业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加大安

全投入力度$ 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

训$配备食品安全专职管理人员$严

格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定期自

查%进货查验%出厂检验%食品召回%

事故处置和报告等制度& 强化食用

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的质量安全管

理责任$ 严格落实食用农产品和食

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 柜台出租

者%展销会举办者%网络交易第三方

平台提供者等安全管理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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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花开时$她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喜欢杜鹃花的藏族小姑娘次仁德

吉$再也没有醒来&

时间已过去一月 & 提起逝去的女

儿$父亲巴桑多吉两只粗糙的手不停地

搓来搓去$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就十几分钟时间$ 我的乖女儿就

不见了* #巴桑多吉从怀里摸出一张破

损的照片$ 这是他从废墟中刨出来的$

是他和次仁德吉%大女儿丹增普次在布

达拉宫前的合影&

照片上的次仁德吉$美丽得像含苞

待放的杜鹃花骨朵儿&

,

月
!-

日中午$家里专门做了次仁

德吉喜欢吃的蒸土豆& 吃完饭后$巴桑

多吉到右边的房间选荞麦种子$次仁德

吉和姑姑家的小孩在左边的房里玩耍&

仅仅过了
.$

分钟$大地开始剧烈摇

晃$巴桑多吉所在的房屋塌了一半&他扔

下手中的荞麦$顶着一头泥土跳了出来$

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 左边的房子完

全垮塌$里面传来微弱的呼救声&

巴桑多吉扑在倒塌的废墟上$一边

呼喊着"次仁德吉#$一边疯狂刨挖破碎

的砖块&

闻讯而来的邻居抬起房梁$ 找到了

满身泥土的次仁德吉& 巴桑多吉抱起女

儿$ 哭喊着她的名字$ 掸落她头上的泥

土$但次仁德吉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她

的笑容$像枯萎的蓓蕾$再也没有绽放&

"如果孩子还在的话$我肯定带着她

去杜鹃林$她最喜欢杜鹃花了* #望着远

处雪线下的杜鹃花$巴桑多吉遗憾地说&

巴桑多吉家的帐篷里$整齐地点着

.$%

盏酥油灯$这是为次仁德吉在祈祷&

根据当地习俗$酥油灯要一直点到七七

四十九天&

吉隆县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在杜鹃花开的季节里$共有
%

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看到漫

山遍野的杜鹃花&

血染的风采

从吉隆镇前往萨勒乡的盘山路上$

盛开着绵延不绝的杜鹃花& 当地人说$

今年的杜鹃$格外地红$分外地艳&

踩着铺满杜鹃花的小路$一队队救

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为灾区群众送去

温暖&

沿着开满杜鹃花的大山$一批批救

灾物资搭乘直升飞机$为灾区群众送去

保障&

萨勒乡与尼泊尔只有一河之隔$震

情严重&

/-0

以上的房屋受损倒塌$全乡

.#-"

人$死亡
"

人$重伤
"

人&

地震导致的山体滑坡和道路塌方$

使萨勒乡色琼村和拉比村成了"孤岛#&

不少房屋倒塌$村后的山体出现巨大裂

缝$随时有滑坡危险&

萨勒乡抗震救灾第一指挥长%吉隆

县副县长普布多吉$萨勒乡党委书记拉

旺平措$冒着余震危险$多次穿过悬崖$

来到色琼村和拉比村& 经过讨论研究$

他们顶着塌方和滑坡风险$ 把两村
"$$

多名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

传说很久以前$古代蜀国的一位国

王$为了守望他的臣民$化为杜鹃鸟$日

夜啼鸣$呕血所染$便成了漫山遍野的

杜鹃花&

萨勒乡党委书记拉旺平措并不知

道"杜鹃啼血#的故事& 听完记者的讲

述$这位壮实的藏族汉子说+"你这么一

说$我就明白为啥今年的杜鹃更红更艳

了& 今年的杜鹃$像是被鲜血和汗水染

成的& #

他说 $为了群众安全 $在组织转移

时$干部都喊破了嗓子$真有点像杜鹃

鸟& 在拉旺平措看来$作为当地 "吉祥

花#的杜鹃$一如日夜啼鸣的杜鹃鸟$呼

唤归来$守望相伴$见证着吉隆沟的悲

欢离合&

追逐生命的雪线

和娇艳欲滴的杜鹃花相比$干巴又

带刺的杜鹃树总是被人忽略& 但正是这

不起眼的枝丫$却结出了美轮美奂的花

朵&

吉隆沟的杜鹃生长在海拔
"!$$

米

至
-%$$

米的冰川谷地$ 在追逐雪线%与

风刀霜剑的抗争中$她的叶子进化成了

并不漂亮的革质$边缘也长满了恼人的

毛刺&

大自然的这个选项$极像一个富含

哲理的隐喻+ 在吉隆县每个安置点$一

张张黝黑沧桑如杜鹃树的面孔背后$虽

有失去家园的忧伤$ 但对新生活的乐

观%希望和期盼$却如杜鹃花打苞的蓓

蕾$正鼓鼓地等待绽放&

杜鹃花开的时节$也是吉隆沟春耕

的季节& 乃村的多吉旺拉家有
!.

亩耕

地$是当地的种粮大户& 和多数村民一

样$这几天$在村里党员干部的帮助下$

他正忙着补种因地震而耽搁的荞麦&

记者站在吉隆沟的山冈上看到$三

三两两的村民正在地里劳作$青稞苗已

经泛绿$荞麦也生机勃勃$半山腰的杜

鹃花正尽情绽放& 这些图景$编织出一

幅希望和丰收的画卷&

给吉隆人带来憧憬的$还有他们的

"吉祥花#杜鹃& 次桑说$吉隆的杜鹃花

形美%花期长$是整个藏南旅游的名片&

吉隆县已把杜鹃林密集的拉多拉山规

划为高原观光%休闲度假%徒步探险的

旅游景区& "等基础设施修好了$每两年

将举办一次杜鹃花节& #

!$."

年$ 前往吉隆赏花的游客为
,

万多人$

!$.,

年增加到近
1

万人$ 旅游

收入达
!1$$

万元& 丰厚的旅游收入$使

家家户户翻盖新房$生活条件迅速改善&

火红的杜鹃游让越来越多的村民

加入进来& 村民尼玛说+"本来已经定了

开家庭旅馆的$没想到地震了& 等新房

子盖好后$一定要把家庭旅馆开起来& #

!据新华社西藏吉隆
!

月
"%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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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震重灾区吉隆震后一月记

!!!!!!

绵绵的雪山!雪线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杜鹃花海" 湛蓝的天!洁白的雪!五

彩缤纷的花" 五月的吉隆沟!正是#一山冰雪满眼花$的春意盎然时节%

年年岁岁花相似" 今年的吉隆沟!杜鹃林海!鲜花如常!只是比往年少了许

多游人!添了几分悲伤&发生在尼泊尔境内的#

,

'

!-

$强震!让这个中尼边境的

(珠峰后花园$!瞬间上千间房屋夷为废墟!

%

条生命随风而逝%

震后一月!记者再次踏上这片被摧残的土地% 灾难过后的吉隆群众!日子正

在走上正轨%悲伤的阴霾渐渐淡去!忙碌的田野里!人们正播撒着希望%娇艳而顽

强的杜鹃!一如不屈的吉隆人民!追逐着步步升高的雪线!在暴风雪后尽情绽放%

从地震重灾区转移到日喀则安置点内的受灾群众)

%

月
$%

日摄*+ 新华社发

!"#$%&'()*+

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刘华

(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

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 $

!"

日晚!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 指明了改善和发展中日

关系的根本着力点! 向两国各界和国际

社会传递出中国政府致力中日友好的明

确信息! 彰显了中方对发展两国关系负

责任的态度%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友好交往源

远流长% 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上!特别是

两国关系遭遇困难障碍之时!民间交往一

直是中日友好的重要推动力% 此次
"$$$

多位来自政治,经济,旅游,文艺等各界的

日本(民间大使$访华!受到热情接待!反

映了当前形势下两国特别是两国民间珍

惜呵护中日友好事业的共同愿望+

虽然中日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矛盾与

分歧!但和平,友好,合作是两国的根本

利益所在!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两

国各界特别是两国政府应顺应人民期

待!采取切实行动和有效措施!巩固中日

友好的民间根基+

巩固中日友好的民间根基! 应当弘

扬两国民间交往的优良传统+ 自隋唐始!

两国就频繁交流互鉴! 阿倍仲麻吕与李

白,王维的友谊!鉴真,隐元东渡的故事

等!成为中日关系的传世佳话+ 近代!一

些中国有志青年为报效祖国赴日本留

学! 带回了先进的科技知识+ 上世纪
%$

年代!日本
"$$$

名青年应邀访华!在两国

民间产生广泛影响+ 即便在遭遇困难之

时!两国人民也没有中断往来!成为两国

关系绵延不断的坚韧纽带+

巩固中日友好的民间根基! 应当维

护两国民间交往的有利条件+ 中日分别

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 互为主要

经贸投资伙伴!经济相互依存度高!双方

企业对深化和创新合作抱有期待+ 两国

民众对赴对方国家旅游,留学,交流等也

都有较高兴趣!

!$.,

年双边人员往来达

--#2#

万人次!同比上升
.%2!3

+ 近年来!

中日关系不顺! 民间的积极作为为改善

两国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唱响了中日

和平友好的主旋律+

此次
"$$$

多名日本各界人士组团访

华! 再次表明日本民间愿意推动日中友

好,改善两国关系的呼声愿望+ 同时也应

看到!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在钓鱼岛,历史

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两国民间友好面

临一些不利因素! 日本有些人缺乏对历

史的正确认知+

从上世纪
1$

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

到去年两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 历史反

复证明!领导人的勇气,智慧与决断对两

国关系改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当前形

势下!尤其需要积极作为!在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基础上! 巩固中日友好的民间根

基!推进两国睦邻友好合作+ 中方是这么

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日方领导人应顺应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止歪曲美化侵略

历史的言行! 以实际行动为两国民间交

往创造良好氛围! 为中日关系改善发展

扫清障碍+

中日友好不仅有利于两国! 也有利

于亚洲和世界+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1$

周年+ 牢

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 !是

为了维护和平+ 两国各界特别是年轻一

代应当携手努力! 巩固中日友好的民间

根基! 使中日友好逐渐长成枝繁叶盛的

参天大树!形成抵御冲击的茂密森林+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郑州#骑着单车娶新娘
%

月
!'

日!新郎带着新娘骑行在郑东新区+

当日!由郑州晚报等单位主办的(幸福相约$郑州青年集体婚礼在郑东新区举

行!共有
$/

对新人参加+ 婚礼上!新郎骑着自行车迎娶新娘!倡导低碳,简约

婚礼+ 新华社记者 赵鹏 摄

安徽亳州#留守儿童大学校园欢乐迎%六一&

%

月
!"

日!在安徽省亳

州职业技术学院!几名留守儿童在玩(保龄球$游戏+ 当日!安徽省亳州职业技

术学院邀请谯城区牛集镇安溜小学
%4

多名留守儿童来到大学校园!开展(放

飞梦想迎六一$主题活动+ 大学生与孩子们一起进行了各种趣味游戏!让孩子

们提前过了一个开心的(六一$儿童节+ 新华社发

中国关工委发起成立校园健康公益联盟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

胡浩)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

日在北京发起成立校园健康公益

联盟$希望以此推动形成国家关心%

社会关注% 全民关爱的中国校园公

益服务体系&

中国关工委健康体育发展中心

主任郝锐介绍$"中国校园健康行动

公益联盟 # 的发起是为了延续自

!$$-

年
.$

月以来$ 由中国关工委%

教育部%司法部%卫生部%质检总局%

安监总局等十二个部委联合开展的

"中国校园健康行动#十年来的经验

和成果 $致力构建以 "政府为主导 %

公益为目标%企业为主体%宣教为手

段%青少年为最终受益者#的新型校

园公益运营模式&

据介绍$联盟将通过促进学校%

家庭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常态化%

多元化%多角度%全方位开展青少年

德育 %健康 %安全教育 $树立青少年

的健康理念%增强健康意识%加强自

护自救的能力$ 使广大青少年健康

幸福成长&

#两岸四地科普乐园$带来科普%盛宴&

据新华社广州
!

月
'%

日电(记

者 金悦磊) 作为全国科技活动周的

重大示范活动 $"两岸四地科普乐

园#

!,

日在广东科学中心落下帷幕&

在过去的一周里$ 来自两岸四地的

科普机构通力合作$ 给观众带来了

一场科普盛宴&

香港科学馆带来的"破解大脑之

谜#展览$让人们跟随现代最新的科

学技术深入探究人类大脑的各种谜

团' 台湾科学工艺博物馆的 "发明

展#$让人们穿越"时空隧道#了解古

今发明家的生活$ 学习发明家的
,$

个锦囊妙计'澳门科技馆的移动式科

普展览$让人们挑战来自光学%声音%

数学%物理等多个科学领域问题,,

除了港澳台科学馆的参与$广州

不少科普基地也齐聚科学中心& 记者

在现场看到$观众可以通过各种互动

器械和游戏$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指

数'现场体验缫丝$制作蚕茧工艺品'

挑战各种思维游戏'与现代最先进的

机器人一起跳舞"小苹果#'学习分辨

真假蜂蜜$制作叶脉书签等等&

!!!!!!

全国教育信息化应用展览在青岛举行
%

月
!"

日!两名中学生在展览

上体验操作机器人+由教育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

委会主办!青岛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全国教育信息化应用展览!于
%

月
!'

日至

!%

日在青岛举办+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