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是革命老区，底蕴深厚的传统文
化与红色基因叠加，造就了这方热土奋勇
向前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来山东考察调
研，重温沂蒙老区峥嵘岁月，要求发扬“水
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他强调，
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不断取得高
质量发展新成就，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
创新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牢记殷切嘱托，山东上下不断改革创
新、锐意进取，齐鲁大地生机盎然。

人民支持是胜利之源
【红色足迹】
2013 年 1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纪念
塔敬献花篮，参观沂蒙精神展，听取沂蒙
地区革命战争历史介绍，并会见了当地先
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代代表。

“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年
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习近平总书记深
情地说，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
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
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
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
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
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精神坐标】
逶迤八百里沂蒙，巍巍七十二崮。

沂蒙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
要贡献。当时沂蒙根据地 420 万人口，
其中 120 多万人拥军支前，10 万多名英
烈血洒疆场。

地处临沂市内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苍松翠柏，鲜花含情。陵园正中央的革命
烈士纪念塔，巍然耸立；革命烈士纪念堂
内，62576 位烈士英名镌刻在墙。烈士陵
园讲解员杜伊霏说，这里是粟裕将军部分
骨灰埋葬处，还长眠着陈明、辛锐、罗炳辉
等我党我军的优秀儿女。

【力量之源】
沂蒙革命纪念馆内，一组名为《力量》

的巨幅群雕，气势磅礴、栩栩如生：支前老
乡弯着腰，推着装满物资的小推车，浩浩
荡荡的支前大军，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前
行……据史料记载，孟良崮战役期间，仅
20万人的蒙阴县就出动支前民工10多万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人民用小
米供养了革命，用小推车推出了胜利。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是沂蒙精
神的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笔宝
贵精神财富。沂蒙母亲王换于创办战时
托儿所，抚养 40 多名革命后代长大成
人；“红嫂”用乳汁和小米粥哺育革命，精
神永传；李桂芳等 32 名妇女拆掉自家门
板，跳入冰冷的河水，用柔弱的身躯架起

“火线桥”……
“母送儿，妻送郎，最后一子送战场。

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
件破棉袄，盖在担架上。”共产党人“敢教
日月换新天”，人民就是力量之源。沂蒙
干部学院副教授刘占全说，无数支前群体
和英雄模范，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
献，雄辩地证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
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民幸福的庄严承诺

【特殊年俗】
头锅饺子祭英烈。每年大年初一，沂

蒙老区临沭县曹庄镇朱村村民王经臣都
会将第一碗饺子端到村里的烈士墓前，祭
奠为保卫朱村牺牲的24名年轻战士。这
样的风俗，在全村已经绵延了70多年。

1944年1月24日，日伪军500余人进
攻朱村。英雄的“钢八连”与敌人激烈战
斗。血战6个多小时后，朱村得救，24名年
轻战士永远长眠在了朱村。

“从小时候起，奶奶就教育我们，过年
第一碗饺子要敬为朱村牺牲的革命烈
士。”今年72岁的王经臣是朱村抗日战斗
纪念馆义务讲解员。他说，乡亲们永远记
得共产党的恩情。

【庄严承诺】
2013年11月2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临沭县曹庄镇朱村，观看这个抗战初

期就建立党组织的支前模范村村史展，了
解革命老区群众生产生活。在当时83岁
的“老支前”王克昌家中，他挨个房间察
看，并坐下来同一家人拉家常。

他强调，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我们
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
诞生而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不能忘记
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支
持，形成促进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的强大
合力。

【乡村新颜】
“生活大变样了！”91 岁的王克昌感

慨。战争硝烟早已散去，朱村旧貌换新
颜：白墙黑瓦，松柏常青，一栋栋二层小楼
在林中掩映。

5 月 19 日，临沭县柳编小镇孵化中
心大楼里，“80 后”返乡创业者管其龙正
在忙着和客户沟通。“线上线下结合，传
统产业引领带动电商直播等多方面销售
渠道拓展，今年预计收入增加 100 万元
左右。”

种杞柳、做柳编，临沭县67万余人中
约六分之一从事柳编行业。创新工艺、开
发新品、延长链条、做强电商，草柳编织出
幸福新生活。

科技元素，助力老区农业生产提速发
展。在蔬菜大县兰陵，温室大棚采用物联
网、追溯云等技术，轻点鼠标就可为大棚
通风、灌溉，客户也可以通过网络、扫描二
维码等方式实时查看蔬菜播种、育苗、施
肥、采摘、运输、清洗、配送等整个环节，保
障蔬菜的质量。

革命老区成“发展高地”

【商贸名城】
5月20日，临沂市兰山区的山东金兰

物流基地室内，信息交易中心大屏幕上实
时滚动运输价格、实时货量、运营线路和
订单信息。室外，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车辆
正依次驶出园区，奔向全国各地。

曾经“四塞之固，舟车不通”，现在已
是大型商品交易批发中心。昔日“内货不
出，外货不入”，如今成为物流名城。

几经更迭，临沂从昔日的商业重镇，
成 为“ 买 全 球 ，卖 全 球 ”的 北 方 商 都 。
130多个专业批发市场，每天流动人口36万

多人，商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殷殷嘱托】
2013 年 1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金兰物流基地，视察物流信息中心，
考察物流运输企业。他同管理人员和装
卸工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物流业运行过
程和成本效益，问他们还有哪些问题需
要政府帮助解决。习近平指出，物流业
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在市场经
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要加快物流标
准化信息化建设，提高流通效率，推动物
流业健康发展。

8 年来，临沂建成覆盖全国 2000 多
个城市的信息平台，现已拥有物流经营
业户 2300 多家，物流园区 23 个，国内配
载线路 2000 多条，通达全国所有港口和
口岸。2020 年，临沂商城实现市场交易
额 4403.5 亿元，物流总额 6847 亿元；跨出
国门，建立海外商城、海外仓，开通中欧
班列、欧亚班列。

【老区崛起】
沂河两岸，风光旖旎。临沂北城新区

高楼林立，临沂商城内，各大批发市场人
群熙熙攘攘。从城市崛起到乡村振兴，从
高铁开通到直播经济，昔日革命老区临
沂，已崛起为现代化都市……

百年辉煌，初心未变。莒南县推行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支部带路，增收致富，从
规模化服务入手，助力乡村振兴。在村党
支部的带动下，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
不光村民致富，村集体也实现增收。

殡葬改革，文明节俭。沂水县实施以
“惠葬礼葬”为核心的殡葬改革，在全国率
先推行“殡葬全免费”政策。新风气代替
了旧习俗，村民都拥护。

高铁进山，发展提速。日兰高铁日
照至曲阜段开通运营，沂蒙老区首次接
入全国高铁网，同时也使山东省内高铁
实现环形贯通，有效带动沿线城市经济
发展……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群众支持，我们
就能克服困难，无往而不胜，这是被沂蒙
老区革命实践检验了的。新时代，老区将
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沂蒙精神，发
展的高地、幸福的热土在勤劳的手中脉
动、生长、欢歌！

（新华社济南5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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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生死与共的磅礴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山东篇

新华社记者 杨守勇 杨 文

“小创客科技秀”
在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安徽省合肥市

肥西县花岗学区中心学校举办“小创客科技
秀”活动，展现学生们的创新成果和动手能
力。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 学生在进行机器人设计成果展示。▲ 学生在放飞航模。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记者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25日称，“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深化价格机制改革，到2025
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网络型自然垄断
环节科学定价机制全面确立，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
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更加健全，公共服务价格政
策基本完善，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价格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的《关于“十四五”时期深化价
格机制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我国将重点围绕助力“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实现，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升公共服务
供给质量，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推进价格改革，完善价
格调控机制，提升价格治理能力。

方案重点从强化价格调控，推进能源、水资源和公共服务
价格改革等方面进行部署：

一是加强和改进价格调控。二是深入推进能源价格改
革。三是系统推进水资源价格改革。四是加快公共服务价格
改革。

我国明确“十四五”价格改革
行动“路线图”

特色微莲种植助增收
5 月 25 日，在微莲苑种植专业合作社内，工作人员在修

整微莲。近日，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柏鹤乡袁油坊村微莲
苑种植专业合作社内 20 余万盆观赏型微型莲花相继绽
放。近年来，临漳县柏鹤乡因地制宜，以“合作社+生态+创
意”的理念发展观赏盆栽微型莲花种植，带动周边群众共同
致富。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记者任沁沁、熊丰）“打击整
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公安部治安管理
局局长李京生25日在京表示，公安部严管严控枪爆物品，严打
严治枪爆违法犯罪，破获了一大批涉枪涉爆案件，收缴了一大
批非法枪爆物品，消除了一大批枪爆安全隐患。

公安部25日举办新闻发布会，李京生介绍，公安部挂牌督
办72起重大枪爆案件，指导涉案地公安机关集中破案攻坚，各
地共破获枪爆案件8644起，打掉团伙22个，捣毁窝点67个，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8338人，形成了严打震慑声势；全面收缴流
散社会的非法枪爆物品，进一步压减了非法枪爆物品存量。
各地共收缴枪支1.9万支、子弹52万发、炸药12吨、雷管5.4万
枚；全面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各地排查枪爆从业单位12万
家次，整改安全隐患8288起。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记者任沁沁、熊丰）为进一步
深化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物
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的通告》，6月初至9月底，三
部门将联合开展清查收缴非法枪爆物品统一行动，进一步挤
压非法枪爆物品社会存量，全力推动打击整治专项行动深入
开展。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取得阶段性成效
三部门将开展集中清查收缴非法枪爆物品统一行动

2021广州国际汽车技术展览会举行
5月25日，客商在2021广州国际汽车技术展览会上观看

一台汽车充电机器人演示自动充电。当日，2021广州国际汽
车技术展览会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开幕。据了解，本届展
会覆盖了汽车电子技术、汽车轻量化技术、车联网技术、汽车
部件及加工技术、自动驾驶技术等领域，吸引国内外厂商前来
参展。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上接第1版）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精心
设计推出一批精品展览、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学习体验线路。组织有庄严感和教育意
义的仪式活动，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等社会实践活动。四是开展致敬革命先烈
活动。结合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及其
他传统节日，组织开展祭扫烈士墓、敬献花
篮、宣读祭文、瞻仰遗物等活动。开展“为烈
士寻亲”专项行动，组织“心中的旗帜”等红
色讲解员大赛，弘扬英雄精神。五是开展学
习先进模范活动。集中宣传发布“3 个 100
杰出人物”，开展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获得者、
时代楷模等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深入
走访慰问老战士、老同志、老支前模范、烈士
遗属等，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六是开展红色
家风传承活动。发挥文明家庭、五好家庭、
最美家庭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巡讲、主题
展、快闪、家庭故事汇等方式讲述感人家风
故事。七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活动。组织
开展“迈向强国新征程·军民共筑强军梦”巡
讲，组织军营开放活动，抓好高校和高中学
生军训，依托国防教育基地进行红色研学，
强化全民国防观念。八是组织群众性文化
活动。组织美术展、优秀影视剧展播、优秀

网络文艺作品展示等活动，开展知识竞赛、
演讲比赛等活动。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开展“唱支山歌给党听”群众歌咏、广场舞展
演、“村晚”等活动。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把握
正确导向，树立正确历史观，准确把握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
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
无主义。要突出青少年群体，把握青少年群
体的特点和习惯，组织好青少年学习教育，
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要丰富活动载体，
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着力打造精品
陈列，精心设计活动内容和载体，增强教育
感染力。要用好网络平台，发挥融媒体优
势，制作播出一批接地气、易传播、群众爱听
爱看的网络文化产品和文艺作品。要加强
统筹协调，把“四史”宣传教育同党史学习教
育、“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等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
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安全管
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宣传
教育各项工作安全有序。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记者张辛欣）记者25日从工
信部获悉，截至4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移动电话用户总数
达16.05亿户，5G手机终端连接数达3.1亿户。

5G加快应用不仅在于手机用户数量的大幅增长，更体现
在新应用的活跃。

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包括智慧工地在内，我国已有超
过9000个5G应用创新案例。

截至4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
12.36亿户。其中，应用于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智慧公共事业
的终端用户占比分别达17.3%、17.8%、21.9%，5G正加速融入千
行百业。

工信部预计，到2025年，5G将直接带动经济增加值2.93
万亿元。下一步，工信部将持续增强5G系统领先优势，系统
化推进5G应用发展，提升网络供给能力，丰富融合应用，拓展
重点行业应用。

工信部：

5G手机终端连接数超3亿户

新华社上海5月25日电 （记者陈
爱平）上海红色专线车25日起试运行，
市民游客可通过“一张车票、多点上下”
方式，乘坐红色双层都市旅游观光巴士
前往上海主要红色地标，并在乘车过程
中收听详细讲解，上一堂“移动党课”。

据了解，专线开通工作由春秋集团
落实执行。红色专线车全程大约90分
钟，行程20公里，共设立5个站点，分别
为中共一大纪念馆站、中共二大会址纪
念馆站、中共四大纪念馆站、南京东路
站、五卅运动纪念碑站。红色专线车根
据红色场馆的地理位置，采用“旅游+
交通”的运营模式，实行“定时、定点、定
线”发车。

红色专线车配有语音讲解，车辆沿
线经过或者站点附近的红色场馆或纪
念地，均被纳入讲解词中，例如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等多个红色场馆
和景区景点也包括在内。

在试运行期间，红色专线车面向市
民游客散客定时、定点发车，并面向单
位提供包车服务。据了解，红色专线车
将于7月1日前投入正式运行。

21 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
决通过《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
护利用条例》，明确文化旅游部门应当
指导开发红色旅游线路、经典景区，培
育红色旅游品牌，深化红色旅游区域合
作，提升红色旅游与都市旅游、乡村旅
游、研学旅游、科技旅游等业态融合发
展。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参与红色旅
游开发，合理利用红色资源，提升红色
旅游内涵和影响力。

据介绍，上海将持续推出红色旅游
经典线路，并积极推动长三角红色旅游
协同发展。

上海红色专线车试运行
以“旅游+交通”呈上“移动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