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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 1 月 21 日电
(记者聂晓阳)新年伊始，习近平
主席来到瑞士，辗转苏黎世、伯尔
尼、达沃斯、洛桑、日内瓦五地，密
集开展了数十场双多边活动，讲
述中国故事，提出中国主张，贡献
中国智慧。

第一次访问和出席，两场演
讲，三个夜晚，四天行程，五个州，
六次乘专列，七位委员出席，八场
重要活动，九个方面保障，十个双
边协议签署——— 回顾习近平主席
四天的历史性访问，中国驻瑞士
大使耿文兵日前用“从一到十”进
行了总结。

耿文兵细数道，习近平主席
2017 年首访选择了瑞士，这是新
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对
瑞士进行国事访问，第一次出席达
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是习主席第
一次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国
际格局的深刻演变，习主席在世
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
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分别发表了
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
发展》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两个重要主旨演讲，反响巨
大，影响深远。

1 月 15日至 18日，习主席
夫妇在瑞士共停留了三个夜晚，
分别下榻三个不同城市的宾馆。

在访瑞的四天里，习主席日
程满满，会见、演讲一场接着一
场，始终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再
次彰显了大国领导人风范和高超
的外交艺术。

习主席夫妇此次到访瑞士五
个州，五州州长均到机场、火车站
迎接，其中，日内瓦州州长还特意
到沃州迎接习主席夫妇并乘专列
陪同赴日内瓦。

访问期间，习主席夫妇共六
次乘坐瑞联邦政府提供的专列。
这在瑞士铁路历史上尚属首次。

瑞士国家最高行政机构———
瑞士联邦委员会由七位委员组
成，七人全体出席为习主席夫妇
举行的正式迎接仪式和盛大的欢
迎晚宴，规格之高，热情之高，可谓前所未有。

在访问期间，两国主席共举行了八场重要双边活动，密
集互动，在双方关心的领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为了保障中国贵宾的安全，瑞士联邦委员会、外交部、
联邦警察等九方面齐心协力，调动了数千名安保人员，确保
了访问的顺利进行。

双方正式会谈结束后，两国主席共同见证了创新、自
贸、海关、文化、环境、体育、教育等十个双边协议的签署，访
问成果丰硕，反响十分积极。

耿文兵说，此次习主席访瑞立足一国，放眼全球，双边
与多边并重，和平与发展并举，展现了天下情怀和大国担
当，也在国际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镌刻下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的深深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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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记者刘扬涛)
由新华社举办的“中国网事·感动 2016”颁奖
典礼 21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由网友从全
国候选人中投票选出的 10 位“草根英雄”依
次揭晓。

在今年的获奖人物中，有人将毕生奉献给
红色信仰，有人把热血抛洒在祖国边疆……他
们，用质朴的心灵创造着感动时代的力量，用
平凡的故事书写着自己传奇的人生。

80 后村医贺星龙。他是一名村医，驻扎
贫困乡村 16 年。乡亲有病，他 24 小时随叫随
到；付不起药费，费用他能免则免。乡亲们说
他“比亲儿子还亲”。

“公益达人”刘天明。他是一位农民工志
愿者，16 年来，众筹助学金 350 多万，帮助留
守儿童 300 多名，成为外来工榜样，带动了更

多普通劳动者投身慈善事业。
“好姐姐”刘美。一个 80 后自闭症康复治

疗师，11 年来她为 1000 余名自闭症儿童及
家长提供康复训练和咨询，为 100 余名教师
提供培训，带动了社会对自闭症的关注。

“胶鞋书记”庞启渊。一个深入一线摸底
走访，精打细算制定规划的第一书记。他是村
民口中的“胶鞋书记”“过细人”，更是乡亲们
心里温暖的自家人、脱贫的领路人。

“倔牛”蒋传春。敢于创新的戒毒所长，7
年来他倡导“以文化人、以情感人、以业立
人”，让戒毒人员“出去不再进来”，把衡阳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变成“心灵再造的学校”。

“守边老人”魏德友。驻守边疆长达半个
世纪，义务巡边近 20 万公里，76 岁的他住土
屋、喝咸水，与星月羊犬为伴，与风雪饿狼较

量，被称为边境线上“活的界碑”。
“熊猫爸爸”陈玉村。几十年来，他同照顾

自己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与熊猫无语相
伴。73 岁高龄的他，仍然工作在一线，想陪大
熊猫走到最后。

“最美睡姿”李金龙。端着盒饭睡着的照
片背后，是在抗洪前线 4 天 3 夜的坚守。他用
行动告诉我们，最美不是光鲜华丽的外表，而
是赤忱为民的丹心。

跨越世纪的“碑林长征”张崇鱼。从满头
青丝到白发染鬓，他发出 3000 封信，走过 70
万公里，找到了 13 . 8 万老红军的资料，推动
建立了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

南海岛礁上的“筑梦人”王春。天命之年
扎根西沙岛礁，他用了两年时间让渔民家喝
上淡水、亮起电灯、通上环岛路，让祖国的最

南端，渔民安居乐业，海鸟繁衍栖息。
这些草根英雄来自山西、广东、重庆、湖

南、新疆、福建、贵州、四川、海南等地，从全国
的候选人中经过媒体、专家评审、网友投票等
环节脱颖而出，他们的事迹“起源于网、放大
于网、互动于网、影响于网”，他们的故事感动
千万网友，为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发挥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网事·感动人物”评选活动由新华社
发起主办，新华网、新华社“中国网事”栏目承
办，自 2010年起已连续举办 7届，是国内首个
以基层人物为报道和评选对象、由网友通过互
联网新媒体评选并传播的品牌公益活动。本届
颁奖典礼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新华善举基
金、壹基金和“爱的分贝”公益支持，乐视视频
独家直播。 (参与采写：汪子旭、滕雯芊)

“中国网事·感动 2016”年度网络人物揭晓

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新媒体专电(记者
刘扬涛)21日，“中国网事·感动 2016”年度网
络人物评选结果揭晓，千万网友用一张张选
票投出了自己心目中的“草根英雄”。这些平
凡人或坚守使命，或传递爱心，或执着信念。
他们用质朴的心灵创造感动时代的力量，用
平凡的故事书写自己的传奇人生。

默默坚守诠释责任担当

如果不是因为一场洪灾，李金龙现在已
休假结束，回到了部队；如果不是因为一张照
片，李金龙只是南部战区陆军第 14集团军某
旅一名默默无闻的战士。

2016 年 6 月 28日，贵州省织金县遭遇
百年不遇大洪灾，休假在家的李金龙没有丝
毫犹豫，毅然投身到了抗洪抢险的队伍中去。
连续 4 天 3 夜，他接连转战各个受灾点，转移
群众、抢救财产、清除淤泥，几乎没有合过眼。

2016 年 7 月 4 日，李金龙被网友称为
“最美睡姿”的照片“火”了。照片中，他手捧着
吃了一半的盒饭，坐着靠在墙上睡着了。泥巴
沾在脸颊、泥浆裹着裤腿、泥沙浸满鞋子……
他的睡姿感动了网友，并迅速在网上引发点
赞、转发热潮。

有人说，李金龙只是因为一张照片而红，
但至少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知道，被他救下
的 17 位百姓也知道，“最美睡姿”的背后是一
名战士对使命的坚守、对责任的担当。

一个人、四双鞋，面对 31 平方公里的山
村、82 户贫困户，他说：“来了，我就是一面旗
帜！来了，我就要有所作为！”他是重庆市城口
县沿河乡北坡村第一书记庞启渊。

在“交通基本靠走”的北坡村，庞启渊坚
持深入一线摸底走访。一年来，不管刮风下
雨、黑夜白天，他都不曾停下脚步，一次又一
次地穿行在全村 8 个村民小组之间。因常穿
着胶鞋爬坡上坎、进社入户，他被群众亲切地
称为“胶鞋书记”。

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真情温暖民心。庞启
渊把帮助村民脱贫解困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
责任与担当，而对北坡村的百姓来说，他不仅
是乡亲们口中的“胶鞋书记”，更是大伙儿心
里温暖的自家人、发展的领路人。

其实，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螺丝钉”，
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守护着社会的繁荣发
展。

南海七连屿工委书记王春，天命之年扎
根西沙岛礁，带领渔民建设南海家园。短短两
年内，他让渔民家喝上淡水、亮起电灯、通上
环岛路，让祖国的最南端，人民安居乐业，海
鸟繁衍栖息。他明白，心中的信念一旦被点
燃，便无力可催。他坚信南海小岛终会变成生
态绿洲、海上胜地。

被称为“倔牛”的戒毒所长蒋传春，七年
来探索“戒毒从心开始”的工作新理念，在戒
毒人员中推行国学教育，矫正扭曲的心灵，唤
醒泯灭的良知，提升戒毒人员文化素养，使戒
毒人员复吸率由 95%下降到 48%，把衡阳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变成“心灵再造的学校”。

凡人善举传递爱心火炬

一个人用 16 年可以做什么事？80 后村
医贺星龙用它兑现了一句诺言。因为 16 年前
那句“24 小时上门服务”的承诺，他没有拒绝
过一次出诊，风里雨里，随叫随到。

20 年前，贺星龙考上卫校，家里却因为
出不起学费犯了难，是乡亲们凑钱把他送进
了学校。几年后，怀揣优异的毕业成绩，他放
弃留城的机会，回到家乡乐堂村当起了村医，
一当就是 16 年。

每次出诊，贺星龙都要往摩托车上绑上
“三件套”：自制的医药包、蓝色药箱和一根长
扁担。在摩托车无法通行的地方，他便用扁担
把医药包和药箱挑在肩上。这些年他免去的
出诊费、医药费等，加起来至少三四十万元，
而自己的家里却至今欠着外债。

长年劳累和生活不规律，让贺星龙落下
了一身病，摔伤擦伤更是家常便饭。但他从不
后悔，16 年如一日，守着黄土、守护乡亲。村
民们信任他，依赖他：“星龙是个好娃，比亲儿

子还亲。”
也是一个 16 年，农民工刘天明用业余时

间坚持着自己热衷的慈善事业。
16 年前，刘天明和偶然认识的爱心助学

大姐千里走单骑，深入粤北贫困山区百所农
村小学考察精准帮扶，创办“小榄爱心助学
团”。如今，他已募集助学帮扶资金 350 多万
元，帮助贫困山区乡村小学 148 所 300 多名
山区留守儿童受惠。

“全国优秀农民工”“亚运火炬手”“中国
好人”……保安刘天明拥有很多称号，但最让
他感到踏实的，还是“志愿者”这个身份。“我
得到的比我付出的更多，成为一名志愿者对
我来说意味着一切。”

他以无私奉献社会，更用通俗直接的方
式传递公益理念，成为外来工的榜样，带动更
多普通的劳动者投身公益，成为中山慈善事
业的重要推动力量。

平凡之中见大善。驻村医生、农民工志愿
者用自己的善举传递着温暖、播撒着爱心。还
有无数默默耕耘的人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创
造着不平凡的力量。

2005 年，在同龄人享乐人生的时候，80
后姑娘刘美却踏上了自闭症康复训练学习研
究之路，深入接触了很多自闭症孩子。11 年
来她为 1000 余名自闭症儿童及家庭提供康
复训练和咨询，为 100 余名教师提供培训。

这个天使般的姑娘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
了自闭症救助事业，她用爱心践行公益的力
量，带动了社会对自闭症的广泛关注，点亮了
孩子们的心灵和天空。

执着信念点燃人性光亮

从英俊小伙到耄耋老人，魏德友吆喝着
羊群孤身坚守，至今已有 52 年。当时，他从部
队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61 团兵二连屯
垦戍边，到了才发现茫茫戈壁除了沙子什么
也没有。

魏德友和战友们坚持通过放牧的方式捍
卫领土，却不曾想这一守就是数十年。这半个
世纪间，他义务巡边近 20万公里，相当绕地球
赤道 5圈，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堵

截临界牲畜万余只，从未发生一起涉外矛盾。
事实上，魏德友所在的兵团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已裁撤。原本可以被分到离城市
更近的连队的他是主动留下来的，停薪留
职，放牛羊养活一家人。他说：“这块地方不能
空着，要不以前不就白守了？”

而今，76 岁的他仍住土屋、喝咸水、啃冷
馍、守寂寞，与星月羊犬为伴，与风雪饿狼较
量。他说：“我要一直守下去，守到自己动不了
的那一天。”

魏德友为了信念坚守戈壁长达半个世
纪，而有人为了信念走遍了中国大地。

为了让人记住四川巴中这片红色土地
上的红军将士，80 岁的张崇鱼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自费 800 元向全国发出 3000
多封信函，寻找老红军线索。此后走遍全国
累积行程 70 多万公里，建立了当时全国最
大的“红军碑林”。

“巴中是块红色的土地，这里的红军战士
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我们没有理由忘记
这段历史。”张崇鱼说，20 多年来，川陕苏区
将帅碑林纪念馆找到了 13 . 8 万名老红军的
资料，1 . 2 万件纪念物品和 2 万张照片。

要收集如此多的红军资料并非易事。一
开始，张崇鱼不停地吃“闭门羹”，甚至被人当
成骗子，对方报案把他的东西都没收了。他当
时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极大侮辱，但是想
想自己做这个事的初衷，也就强忍了下来。

如今“张老”年已八旬，但他仍然在收集
老红军的资料，仍然坚守在他的“长征”路
上。

无论是驻守边疆还是碑林长征，信念因
为坚守成就永恒。“熊猫爸爸”陈玉村同样相
信这一点。作为 1990 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
“盼盼”的原型，37 岁高龄大熊猫“巴斯”拥有
辉煌传奇的一生，这一切都离不开这位被称
作“熊猫爸爸”的人，而陈玉村的一生，永远躲
在镁光灯后，默默守护在熊猫身旁。

而今，73 岁的陈玉村婉拒了城市动物园
的高薪聘请，仍然围着他那几只熊猫转。他
说：“现在一辈子认真做好一件事的人不多
了，我想陪大熊猫走到最后。”

(参与采写：汪子旭、滕雯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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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网事·感动 2016”年度网络人物获奖者拼版照片：上排从左至右为 80 后村医贺星龙、“公益达人”刘天明、“好姐姐”刘美、“胶鞋

书记”庞启渊、“倔牛”蒋传春；下排从左至右为“守边老人”魏德友、“熊猫爸爸”陈玉村、“最美睡姿”李金龙、跨越世纪的“碑林长征”张崇鱼、南海岛
礁上的“筑梦人”王春（1 月 2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讲述平凡人故事 汇聚感动力量
“中国网事·感动 2016”年度网络感动人

物颁奖典礼 21 日举行。这些由一个个平凡人
物而演绎出的一个个不平凡的故事，令人动
容。这个冬日因为汇聚的感动力量，而显得格
外温暖。

这感动来自于扎根乡村、默默奉献，80
后村医贺星龙 24 小时上门服务随叫随到，
16 年行程 40 多万公里、骑坏 6 辆摩托车、
用烂 12 个行医包。这感动来自于对责任的
坚守，老人魏德友自 1964 年开始，义务巡

边近 20 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 5 圈。

这感动来自于对红军精神的传承，八旬老
人张崇鱼数十年来向全国发出 3000 多封
信函，累积行程 70 多万公里，找到 13 . 8 万
老红军的资料，建起了当时最大的红军碑
林……感动我们的还有很多人、很多事，他
们对真善美的坚持，对人性之爱的弘扬，展
示出了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洋溢着一股
积极向上的能量，让人们感佩之余，心向往
之。

在社会价值日趋多元的今天，一些地方、
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突出问题，尤
其在网络上表现得更加明显，那些冷漠与敌
视，偏激和消极，甚至肆无忌惮的抨击、谩骂，
冲击着人们的道德防线。人们对网络感动人
物的肯定，正是对真善美的呼唤，对正能量的
期盼。

这些网络感动人物无疑是一种启示，
平凡的人，也可锻造非凡的品格。在这个世
界上绝大多数都是平凡人，或许每个人的

生活并不波澜壮阔，或许每个人的事业不
会惊天动地 ，但是只要心存善意 ，一样可
以用自己的点滴之举，构筑起一座道德丰
碑。

如今，我们已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期待这样的正能量越来越多，汇
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为中国梦的
实现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记者齐泓鑫)
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

■新华时评

（上接 1 版）

促改革：放权激发新活力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江西面临做大总量和优化结构的
双重任务、双重目标，破题的关键在改革，打破体制机制障碍。

刀刃向内，清单管理。江西推动减权放权，做到能减就
减，应放尽放，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管理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
责任清单制度，用制度管住“政府之手”，激发社会创造力。

去年以来，江西精简行政审批事项 32项、其他权力事
项 99项，行政审批事项累计精简率达到 56%。
先破再立，绝处求生。江西围绕解决重点领域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位于赣西的萍乡市湘东区，以“黑”为主色调的煤炭是

当地重要支柱产业。近年来，湘东区一口气关掉了 17家小
煤矿。淘汰落后产能、减少低效投资，不少煤矿企业从“地
下”转战“地上”，宜工则工，宜农则农……

由“一煤独大”到“多业并举”，湘东区的变化是江西去产能
的一个缩影。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江西退出煤炭产能 1400
万吨，提前完成年度煤矿去产能任务；退出粗钢产能 433 万
吨、生铁产能 50万吨，提前完成“十三五”钢铁去产能任务。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财
税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税费成本；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

江西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改革办副主任沈谦芳说：“改
革，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在于降低成本，随着各项关键性改革
稳步推进，改革的红利将持续释放。”

（上接 1 版）

新创造呈星火燎原之势

行走在仁寿乡间，返乡创业，新事连连。曹家镇梨树村
480 多户 1800 多人，在外打工 800 多人。近几日陆续返乡后
迎接他们的是农民夜校，从果树管理、作物栽培、农产品检
测，到时事政治、文明新风、道德法制，各种培训新鲜实用。
记者与几位在夜校学习的梨树村村民攀谈起来。45 岁

的万永忠，为了照顾老母亲，决定不再外出打工了，他先期返
乡当上了社区网站工作人员和超市销售员，为乡亲们代买代
卖，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元，加上侍弄几亩梨树，收入不比在外
打工少。44 岁的村民胡春花兴冲冲地来学习农产品电商课
程，“去年就有懂网络的村民把水果放到网上买，挣钱比我们
多，等我学会了，今年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了。”45 岁的村民
李香琼说，农民夜校请来农业专家向大家讲解果树管理技
术，“上课不要农民一分钱，我只要有时间就要来听一听。”

而像夏冬、代翠英、骆学文这样的创业有成者也正在带
动更多的乡亲分享、投身新创造。他们或安排年龄较大的留
乡农民打工，或技术指导、包收包销贫困户养殖的产品，或吸
纳返乡大学生就业，或开设建档立卡贫困户农副产品直销专
柜，把回报家乡的情怀挥洒在转型发展当中。骆学文已带动
钟祥镇返乡人员创办起 10 多个家庭农场，夏冬已当选社区
后备干部、县党代表，代翠英入选县电商培训讲师团名单。

仁寿县就业局局长刘刚告诉记者，仁寿县截至 2016 年
12月，共有劳动力转移和输出 49.72万人，其中省外务工人员
与省内就近务工人员的比例正好由前几年的 6：4 倒了个个
儿，返乡就业和创业人员分别达到 6.33万人和 0 .95 万人。

返乡新农民的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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