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国内新闻国内新闻··广告广告 责任编辑：德格吉日呼 卫宁 版式策划：王艳艳 制图：王霞 2021年5月14日 星期五

5月11日，乌兰察布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地震灾害救
援拉动演练，全面检验并锤炼了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在极端
条件下跨区域地震救援综合作战能力。

此次演练模拟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某地发生6.8级
地震，灾区一厂房倒塌损毁严重，有人员被埋压，进入灾区
的道路交通阻断，车辆无法通行。乌兰察布支队迅速集结
各大队救援力量，启动联动机制，调集市卫健委医疗急救

部门、市地震局建筑结构专家、市应急管理局救援队携带
救援器材，赶赴现场实施救援，历时12小时圆满完成了各
项演练任务，共救出预设“被困人员”14名。

此次演练设置了11个演练科目，各参演单位共出动
100余人、25辆车，携带6000余件救援装备奔赴现场参与
演练。

(王舒洁)

乌兰察布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跨区域地震救援拉动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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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菁 戴威
吴思思 赵雪彤

小吃，最富人间烟火气。一碗碗、
一串串、一勺勺特色小吃，总能直达味
蕾、抚慰人心。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外
事等活动中，带火了一批独具民间特
色又不乏文化底蕴的舌尖小吃。小小
小吃，小吃不小，其背后浓缩着一方水
土的味道，又映照着一个个普通人的
奋斗故事和一代代人的家国记忆。

一碗扁肉，开启“热腾腾”新生活
早上六点半，福建沙县人王盛滨

在热腾腾的骨汤大锅旁坐下。
盛出打好的肉馅，一手捻起扁肉

皮，一手用木片挑出肉馅，轻轻一捏，
不到一秒，手心就变出一枚小扁肉。

扁肉下锅，浇上高汤，撒上葱花，
一碗碗鲜香的扁肉即将开启沙县人的
一天。

“小时候特别委屈，伙伴们都去玩
了，我们几兄弟还要在店里帮忙。那
时最高兴的事就是拿熬完汤的猪骨头
换钱，坐船去公园玩一会儿。”作为沙
县庙门扁肉第三代传承人，44岁的王
盛滨做小吃已超过20年。

小时候的“委屈”没有辜负他。
凭着这份手艺，23岁时他就在当

地买了商品房。邻居亲友看他踏实勤
劳，都抢着给他介绍对象。

“店门一开就挣钱。”从爷爷那辈
开始开店谋生，到父亲在沙县文昌三
圣庙附近继续做扁肉，对于王盛滨的
父辈来说，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门
养家糊口的手艺会在日后成为福建省
三明市沙县区的支柱产业。

沙县人爱说一句话：“扁肉是砖
头，面条是钢筋，建起了沙县的高楼
大厦。”

如今，沙县已是高楼林立。
“小时候觉得开小吃不够体面，现

在觉得非常光荣。沙县人开沙县小
吃，走出去别人都竖大拇指。”在王盛
滨看来，靠双手赚钱，留住沙县人的传
统记忆，有着特别的意义。

近年来，沙县持之以恒培育“小吃
大产业”，沙县小吃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凭借现代化创新，沙县小吃的制作
方法不断升级。王盛滨介绍，以前手
打三到四斤肉馅，要 50多分钟，现在
用机器打馅，十分钟就能完成，既提高
了效率，也保证了肉馅的新鲜度。

千锤万打，是制作扁肉的诀窍。
千锤百炼，是沙县人的写照。

迄今沙县小吃已发展为年营业
额 500 亿元、带动就业 30 多万人的
大产业。

小吃背后是大奋斗。
如今，王盛滨与哥哥王盛泉一起，

守着这家承载父辈记忆的扁肉店。
闲暇时，王盛滨会教他的两个孩

子包扁肉。“他们都很爱吃扁肉，让他
们自己包自己煮，感受工作的辛苦，才
会更珍惜现在的生活。”他说。

忙了一天，王盛滨会给自己奖励

一碗热腾腾的扁肉。
“这样的日子太美好了！”这个朴

实的闽北汉子由衷地说。
在全国各地的8万多家沙县小吃

店里，热乎平价的小吃温暖着辛勤奋
斗的中国人，点亮了沙县人的幸福路。

一碗螺蛳粉，“闻臭”成大业
2008年，广西田林人李永国要离

家远行。
他要去学习酸笋腌制，推广家乡

的竹笋，目的地是400多公里外的柳
州。

柳州，街头巷陌，空气中弥漫着螺
蛳粉的独特气味，赋予这座城市别样
的风味。

一碗螺蛳粉，红通通的辣椒油浮
在表面，鲜美的汤汁浸入每一根粉
条。赋予其灵魂的，是一味酸臭、爽脆
的佐料——酸笋。

“腌制好的酸笋，吃到嘴里，会带
着温柔的臭味，刺激味觉神经。大家
喜欢螺蛳粉，这个味道是关键。”李永
国说。

要学好腌制酸笋，必须得下苦功
夫。

他走街串巷，不断向当地人请
教、学习。

让酸笋臭得恰到好处，讲究还真
不少。“酸笋的气味根据腌制时间，也
有前调、中调、后调的不同。”犹如一名
调香师，李永国在一次次“品臭”中发
现制作酸笋的奥秘。

六年学艺，也曾腌坏过几千斤笋
的李永国，仅仅凭借眼看、鼻闻就能判
断出竹笋腌制处于哪个阶段、是否有
添加剂。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鼻子本
领”，很快便派上用场。

2014 年，袋装螺蛳粉问世，柳州
螺蛳粉迎来了新生。

小小的螺蛳粉成了“网红小吃”，
迅速风靡全国，袋装螺蛳粉销售收入
从 2015 年的 5 亿元，到 2020 年突破
百亿元，创造了 30多万个就业岗位，
带火了酸笋、酸豆角、腐竹等产业链。

让李永国喜出望外的是，原本“臭
烘烘”的酸笋如今成了“香饽饽”。

李永国“闻臭师”的名号也不胫而
走。2020年“双十一”来临前夕，他被
柳州一家螺蛳粉企业高薪急聘。

在机器轰鸣的现代化生产车间
里，李永国来回踱步，熟稔地观察着面
前的酸笋。

这些年，对于李永国来说，很多事
儿都变了，不变的是离家时的初心。

负责公司酸笋采购的他，不再需
要用单车装着一筐筐酸笋，一家家小
店销售。李永国说，家乡竹笋的“天
地”未来会更宽广。

小吃背后有大目标。
南国的气候逐渐炎热起来，阳光

透过树影洒下斑驳，烘托着酸笋的味
道更加浓郁。

李永国计划着等到蝉鸣最热闹时
回到田林。

那时正是竹笋收割的时节。
一碗牛肉汤，“咕嘟”出浓香奋

斗味
49岁陶平的每一天，像日出日落

一样规律。
早上五点半，他总会准时出现在

灶台前。把前一天备好的牛肉、牛棒
骨丢入锅中，和着二十余味中药，一起

“咕嘟咕嘟”，约三个小时后，当天出锅
的第一碗牛肉汤便会被送到食客面
前。

2019 年，来北京打拼了 20 年的
安徽和县人陶平和爱人用辛苦攒下的
一点积蓄，在北京大栅栏街道石头胡
同租下店面，挂出招牌“淮南牛肉汤”。

“我姥姥家是淮南的，我从小喝
着牛肉汤长大。”陶平说，他对这碗汤
有份特殊的情结，“我自己觉得口味
好，在外打拼的老乡肯定也想念家乡
的味道。”

淮南牛肉汤，苏北豫鲁皖一带家
喻户晓的名小吃，具有鲜醇、清爽、浓
香的特色，深受当地百姓喜爱。

陶平不曾想到，这小小一碗牛肉
汤，让他在大都市里有了落脚之处。

30平方米的小店，四张桌子，总
被食客们挤得满满当当，“好多都是住
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也有在北京工
作的安徽老乡，有时还有外国游客过
来品尝。”让陶平无比自豪的是，自己
钟爱的这碗汤在异乡的大城市里遇见
了不少“知音”。

牛肉汤好喝，讲究也不少。每周
陶平都要亲自骑上小三轮，到附近的
市场挑选上好黄牛肉。“牛肉的部位也
是有差异的，不同部位，口感味道都不
一样。”陶平说，他还有一个“美味秘
诀”，汤里的红薯粉丝必须来自家乡，
这样会有家的味道。“每天要卖两三百
碗汤，每一碗都要保证口味正宗。”陶
平憨憨的脸上透出匠人的味道。

现在，一个月刨去房租、人工成本
以及其他花销，陶平能挣3万元左右。

小吃背后有大民生。
这碗牛肉汤，让无数人走向富

裕。在淮南本地，当地政府为淮南牛
肉汤注册商标，成立淮南牛肉汤协会，
建立培训基地。据不完全统计，淮南
牛肉汤门店有 2万余家，遍布全国各
地，从业人员在20万人以上。

晚上十一点半，忙碌一天的夫妻
俩才锁上店门，一起消失在夜色中。

北京距离淮南1000多公里，但这
里的淮南牛肉汤店有300多家。更多

“陶平”的汤锅里，“咕嘟”着奋斗的味
道，“咕嘟”出火热的生活。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一份小吃里的民生好味道
新华社北京 5月 13日电 （记者

王雨萧 于佳欣）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支持
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的通知》，提出18条具体政策措
施，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大力
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推动中医药服务
走向世界。

通知指出，鼓励具备条件的公立机构
基地先行先试设立国际医疗部，向境外人
士提供中医医疗服务按特需医疗服务管
理。鼓励公立机构基地通过特许经营等

方式，以品牌、技术、人才、管理等优势资源
与社会资本等开展合作，新建、托管、协作
举办医养结合机构，为境外消费者提供多
层次多元化的中医药康养服务。

通知要求，充分利用外经贸发展专
项资金、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等
现有渠道引导加大支持中医药服务贸易
发展力度。支持基地利用境内外各类互
联网平台建立面向海外患者的推广门
户，拓展国际营销渠道。建立并完善中
药及其制剂国际寄递标准和指引，鼓励
跨境寄递企业承接中药及其制剂国际寄

递服务，支持基地为中医药服务国际患
者提供便捷的诊断后服务。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商务
部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认定了中国中
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等17家国家中医
药服务出口基地。经过近两年建设，国
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已成为发展中医
药服务贸易、推动中医药走出去的重要
力量。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有序扩大基地范围，抓好政策落实，支持
基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医药国际
影响力。

7部门印发通知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王雨萧

前四个月，全国新设外资企业同比
增长约五成，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2.5倍，

“双品网购节”活动15天带动网络零售额
6928亿元……商务部13日举行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公
布了一系列数据，从中可以感受中国经济
动力与活力。

前四月全国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约
五成

高峰介绍，1至4月，全国新设外商投
资企业 14533家，同比增长 50.2%，较
2019年同期增长11.5%；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 3970.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8.6%，较2019年同期增长30.1%。

可以说，前四个月吸收外资延续了
一季度的积极态势，即便扣除去年低基数
影响，与2019年相比也呈现出明显增幅。

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3129.4亿元，同比增46.8%。高技术
产业增 29.1%，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
34%，高技术制造业增15.4%。

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东盟、欧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62.8%、
65.2%、9.2%。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
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
39.1%、37.5%和30.3%。

对于吸收外资的良好态势，业内人
士指出，这既有去年基数较低因素，也有
我国经济基本面保持良好、不断扩大对外
开放的原因，印证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经济

发展的信心。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变化
依然让吸收外资存在不确定性，要继续坚
定扩大开放，努力稳住外资。

前四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2.5倍

我国汽车市场消费潜力也进一步释
放。

据高峰介绍，今年1至4月，新车销
量、二手车交易量和报废机动车回收量均
实现快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备受青睐。据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统计，1至4月新车销量874.8万
辆，同比增长51.8%，较2019年同期增长
4.5%；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73.2万辆，同
比增长2.5倍，较2019年同期增长1倍。

二手车交易更加活跃。据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统计，1 至 4 月二手车交易
544.5万辆，同比增长74.6%，较2019年
同期增长22.2%。

老旧机动车加速淘汰。据商务部统
计，1至4月回收报废机动车81.7万辆，
同比增长 58.7%，较 2019年同期增长
20.9%。

汽车是消费市场的“大头”，也是在
疫情中受冲击较大的领域，汽车消费不断
回暖，特别是新能源汽车销量攀升，印证
着我国消费进一步回升，对消费潜力释放
有重要意义。

“双品网购节”15天带动网络零售额
6928亿元

作为商务部等部门促消费系列活动
“首秀”的第三届“双品网购节”，于4月28
日启动，5月12日结束，历时15天。

高峰说，据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商
平台的监测数据，为期15天的活动带动
全国网络零售额达6928亿元，同比增长
26.7%，其中，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5620
亿元，同比增长25.9%。本届“双品网购
节”呈现出如下特点：

国产优质商品引领市场。活动期
间，国产品牌网络零售额占比达73.8%，
老字号品牌销售额同比增33.5%。重点
监测品牌销售额前10名中，国产品牌占
据8席。

品质消费深受青睐。共有18.8万个
品牌推出新品，同比增长46.8%。智能
化、定制化、健康类等品质升级类商品销
售呈明显增长态势。

在线服务消费强势恢复。活动期
间，在线餐饮销售额同比增51.1%，其中，
到店餐饮在线销售额同比增2倍；在线旅
游销售额同比增3.3倍，私家团游、亲子
游、红色游等高品质出游成发展趋势。

“国别爆款”亮点纷呈。“双品网购节”
期间，“丝路电商伙伴国”商品网络零售额
日均值比3月增长20.9%，其中，俄罗斯
巧克力糖果、哥伦比亚咖啡、巴西的鞋、智
利葡萄酒、意大利钟表眼镜日均网络零售
额 分 别 比 3 月 日 均 增 长 192.2% 、
131.6%、85.2%、46.9%和45.5%。

包括网络零售在内的新消费业态逆
势增长，有力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近期一系列利好和规范发展新业态的政
策将密集落地，有望进一步撬动电商市场
增长潜力，成为促消费扩内需的重要引
擎。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从商务部发布数据感受中国经济活力

新华社武汉 5月 13日电 （记者
谭元斌 胡喆）位于武汉国家航天产业
基地卫星产业园的国内首条小卫星智
能生产线13日迎来第一颗卫星下线。
这标志着我国即将进入小卫星批量生
产阶段。

本次下线的卫星由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是面向批产的典
型卫星。该卫星由结构与机构分系统、
热控分系统、供配电分系统、姿轨控分系
统、综合电子分系统、工程测控分系统和

有效载荷分系统7大系统组成。
据航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卫星通过零部件出
库、部装、总装、整星电测、热控实施、精
测、太阳翼安装与测试、质测、振动、热真
空、检漏、整星入库等工序，在卫星智能
生产线上完成总装集成测试，顺利实现
成品下线，有效验证了卫星智能生产线
的可行性。

据悉，该卫星智能生产线于2019年
启动建设，目前已具备正式投产运行条

件。它具有“柔性智能化、数字孪生、云
制造”等特征，通过采用智能制造先进技
术，可实现生产过程精准感知、关键工序
质量实时控制、制造全过程数据采集与
控制等。

基于智能制造，该小卫星智能生产
线可使小卫星的生产效率提高40%以
上，单星场地面积需求减少70%以上，单
星生产周期缩短80%以上，人员生产效
率提升10倍以上，能够满足1吨以下小
卫星年产240颗总装集成测试的需求。

我国首条小卫星智能生产线第一颗卫星下线

□魏梦佳 和霭

从一所普通的边疆大学，成为国
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双一
流”建设高校、“部省合建”高校，位于
新疆的石河子大学（简称“石大”）走
过了不平凡的办学之路。20年来，在
北大等 9 所对口支援高校的支持帮
扶下，石大强基础、补短板、优结构，6
成多毕业生扎根边疆，其跨越式发展
成为我国教育援疆的生动缩影。

从“多点”到“全面”筑牢一流大学
根基

5月 12日，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
河子大学 20周年暨教育部高校团队
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 10周年总结大
会在北大举行，来自国内 10 所高校
的代表回顾了石大在对口支援下取
得的累累硕果，展望学校未来发展。

2001 年，教育部启动“对口支援
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作为入
选该计划首批高校之一，北大开启
对口支援石大的序幕。2010 年，对
口支援工作升级加力，北京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中农
业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 9所高
校组团支援石大，使该校迎来发展重
要契机。

“20年间，支援高校在学科建设、
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服务、国际
合作交流和内部治理能力提升上给予
石河子大学全方位、高水平的指导和
帮助，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注入了强
大动力。”石河子大学校长代斌在总结
大会上说。

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张
平文代表高校团队介绍，对口支援之
初，石大的学科结构还以农、医为主，
比较单一。多年来，各高校发挥各自

学科优势，帮助石大加强学科建设。
如今，该校已成为拥有 11 大学科门
类、94个本科专业、34个一级学科硕
博学位授权点的综合性大学，构建起
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体系。

同时，石大也逐步构建起多层
次、多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数据显
示，20年来，该校已培养各类毕业生
14.7 万多人，其中 64%选择留在新
疆、兵团建功立业，就业去向落实率
稳居新疆高校前列。

从“输血”到“造血”培养骨干教师
队伍

在石大校园草坪上，矗立着北大
优秀援疆教师孟二冬的雕像。至今，
师生们仍深深怀念这位带病坚守支教
讲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可敬师者。

“孟老师影响了我和同学，也影响
了一批石大青年教师，我感恩北大。”
石河子大学教师代表吴新锋说，他在
石大就读时，北大派孟二冬等许多知
名教授来上课，让他们受益良多；
2006年毕业后，他又被推选到北大深
造，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470名优秀教师不远万里赴石大
支教，开设数百门急需课程；640 余
人次专家学者在石大开展学术讲座
千余场；对口支援高校累计为石大培
训中层干部347人次，接收47名石大
干部挂职锻炼……从“送进来”到“走
出去”，数据背后，是对口支援高校
20年的无私奉献和倾力帮扶。大批
援疆教师挂职任教、捐资助学，为边
疆师生带来了前沿知识和开阔视野，
也为石大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注
入活力。

“石河子大学与对口支援高校已
探索出一条留才、引才的特色路径，
使学校的师资培养进入了快车道。”
石河子大学党委副书记许先锋在北

大介绍，目前设在石大的北大研究生
培养基地已为石大培养了 80名具有
博士学位的教师；华中科技大学、华
东理工大学等高校也招收培养了近
200名石大教师攻读博士学位。

此外，各高校还通过联合培养、
插班学习、接收推免研究生等途径，
为 1500多名石大学子提供赴对口支
援高校学习的机会。

从“帮扶”到“合作”提升服务国家
水平

资源欠缺、科研能力弱是制约西
部高校发展瓶颈。为了不让对口支援

“人走茶凉”，多年来，各校还以合作攻
关方式，为石大可持续发展增添内生
动力，帮助其提升服务国家水平。

许先锋说，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以
来，各高校全力帮助石大提升科研水
平，与学校共同承担国家级项目 143
项、省部级项目 384项。石大连续两
年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也实现零的
突破。

围绕新疆兵团发展需求，各高校
还与石大联合成立“中亚文明与西向
开放协同创新中心”“新疆边贸研究
中心”“油菜小麦科技示范基地”等科
研平台，在荒漠绿洲区高效农业与生
态、化工绿色工艺及新型材料技术等
特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成果，服务
新疆发展。

情牵石大润天山，教育携手戍边
关。“从统筹 1 校资源到集聚 9 校优
势，不变的是责任担当。”代斌说，未
来，石大仍将坚守“以兵团精神育
人，为维稳戍边服务”的办学特色，
乘对口支援东风，努力建西部一流
高校，与 9校共同奏响兴边固疆的时
代乐章。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20载教育援疆的背后：
一所边疆大学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5月12日，来安县雷官镇埝塘村村民在田里装苗木。近年来，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雷官镇将发展苗木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建立起“公司+合作社+村民”的苗木产销模式。如今，苗木产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在美化乡村环境的同时也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绿色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