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座楼见证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伟大抉择
的诞生。”83岁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田兴咏说。

“这棵树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里唯一一个‘活着的文物’
了。”67岁的“树医生”张本光说。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 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
一座灰白相间、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二层小楼，东侧一棵
高10余米的大槐树，几乎在所有有关会址的图片、镜头中
都可以看到它们相依相伴的身影。

一座楼，一棵树，风雨同舟80多载，见证了无数重大
历史时刻，它们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1934年底，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境内，1935年初强渡乌
江后，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 15日至 17日，红军在黔军
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
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即后来闻名中外的
遵义会议。

“柏辉章是国民党黔军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20世纪
30年代初开始建造的柏公馆，用料很讲究，比如花窗、彩
色玻璃等，在当地很罕见，据说很多都是从上海专门运到
遵义的。”田兴咏说，“柏公馆建了大概一年多，成为遵义
城首屈一指的建筑，房子旁边种了棵小槐树。”

柏辉章公馆当时在遵义城内无人不晓，红军到达遵义
城之后，柏辉章家人吓得逃跑了，红军总司令部驻扎了进
来。

踩着木楼梯来到二楼的一个房间，地面铺着红木地
板，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
子，椅子围成一圈。

当年，20名参加者，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
明的小屋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
大抉择。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
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
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他的

发言得到了包括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
会议作出了“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

重要决定，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
导地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
价遵义会议，称之为“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
折点”。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
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的一首《遵义
会议》诗作，道出了转折后他的欢欣鼓舞。

遵义会议在每一位经历者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
忆，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遵义会议。

多少年后，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清楚记得的，还有会址
外的那棵小槐树。

20世纪70年代，田兴咏为了收集长征资料，来到北京
采访康克清。

“康大姐说，召开遵义会议时，她居住在二楼一个房间
里，打开窗子，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槐树。”田兴咏说。
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生机。

记者登上遵义会议会址主楼二楼，站在位于东侧的
“朱德、康克清住室”走廊上，可以看到，走廊护栏与大槐
树树干距离很近，散发的大槐树的枝条，来客甚至伸手便
可够到。

据统计，1970年以来，遵义会议会址接待中外游客近
9000万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聆听红军生死转
折的故事，了解到这座小楼非凡的意义。但很少有人知
道，这棵大槐树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这棵槐树就是一棵有生命的文物，是中国共产党革命
转折的见证者。当人们看到这棵树，就会想起那份记忆，
深受感动。所以我对它情有独钟，很珍惜它。”和古树名木
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张本光说。

2003年，大槐树树干上因细菌引发长了一颗直径45厘
米的“恶性肿瘤”，张本光果断决定用斧头切除，共修补了
7处地方。切除“肿瘤”后的大槐树，生长得更加枝繁叶茂
了。

“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病虫害它都遇到过。”张本光

说，“就像一个政党，发展道路上也会碰到各种问题，关键是
要向恶疾亮剑，对病灶开刀。”他拿着枝剪、铲子等工具，一面
为大槐树清理青苔、修剪枝条，一面对记者说。他会定期来
会址，义务为大槐树做“体检”，以预防病虫害。

岁月如梭，80余载时光，无论经历多少风风雨雨，哪
怕风高浪急，共产党人的信仰坚如磐石，信念的力量驱动
着他们乘风破浪。

“要让‘干人’（穷人）过上好日子！”在遵义农村的一
些老建筑上，这样的标语依然清晰可见。在遵义会议纪念
馆里，也有这样的类似标语。在那些战争岁月里，每到一
地，红军都要打开地主、富户的粮仓，把粮食分给那些被
反动派榨干了的穷苦百姓。

遵义会议后，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毛泽东
等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渡赤水、虚
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他们为之抛头颅洒热
血、矢志不移的崇高理想，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一代代共产党人，将信仰的旗帜高高举过头顶，将必
胜的信念牢牢埋在心底。

英雄的精神在红色土地上绵延，在新的战场上传承，
书写着穿越时空的信仰答卷。

距离遵义会议会址 100公里的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
结村，共产党员黄大发自 20世纪60年代起，带领200多名
群众，历时30余年，靠着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硬生
生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 9400米、地跨 3个村的“生命渠”，
结束了当地长期缺水的历史，被称为“大山里的愚公”。

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如今的共产党人
同样斗志昂扬。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遵义市累计减少农村贫困
人口151.38万人，先后实现8个贫困县脱贫摘帽、871个贫
困村出列，撕掉了千百年来的贫困标签，书写了新的转折。

“遵义人民以实际行动告慰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英
灵。”遵义市委书记魏树旺说，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始终是遵义人民战胜困
难、走向胜利的精神力量。

如今，游客来到会址参观会发现，小楼旁的槐树不止一
棵，而是两棵了。20世纪80年代，大槐树的一颗种子落到树
下泥土中，慢慢生根发芽，如今也有10米高了。两棵槐树生
长方向正好相反，慢慢地，竟然形成一个“V”字形。

“‘V’字象征着中国革命必胜，中国新的百年必胜。”张
本光说。

如今，站在大槐树下，用手指比一个“V”字，与会址合影
留念，已成了不少年轻游客“打卡”会址的流行拍照姿势。

胜利在来时，胜利在当下，胜利在前方，似乎已成为
属于这座楼与这棵树的特殊符号和专属意义。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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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2月16日电（记者石中玉）塞尔维
亚议会塞中友好小组主席奥布拉多维奇和诺维萨德市长
武切维奇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一些西方国家对新疆
的无端抹黑无法掩盖新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
下取得的发展成就。

奥布拉多维奇和武切维奇认为，中国新疆近年来取得
的成就令人瞩目，一些西方国家对新疆的恶意攻击毫无事
实依据，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武切维奇说，新疆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中国政府正
在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不分民族或者身份。

奥布拉多维奇说，中国政府对新疆长期且坚持不懈的
政策取得很大成功。近年来，新疆在经济、教育、医疗和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新疆人民的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每年络绎不绝前往新疆的游客都可
以为新疆的真实情况作证。

塞尔维亚官员：

西方的恶意攻击无法掩盖新疆发展成就

新华社日内瓦2月17日电（记者凌馨）世界贸易组织
任命的新任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日前表示，解
决新冠疫情相关问题、改革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和实现
多边贸易规则现代化将是其上任后的三大优先任务。

奥孔乔-伊韦阿拉15日被正式任命为世贸组织第七任
总干事，任期将从今年 3 月 1 日持续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
她在随后举行的视频记者会上强调，解决疫情相关问题，
帮助应对疫情给健康和经济领域带来的双重冲击，将是自
己上任后的首要任务。

她表示，一方面，通过发挥世贸组织对成员贸易政策
监督职能，鼓励成员取消相关贸易限制措施，以提高抗疫
物资跨境流动的自由度；另一方面，鼓励各方在《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框架下，扩大新冠疫苗在全球的生产
许可范围，让更多贫穷国家早日获得疫苗。

改革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也是当务之急。奥孔乔-
伊韦阿拉说，如果全球唯一一个解决贸易争端的多边平台
不能发挥作用，那么成员们制定再多规则也没有意义，要
考虑各方诉求，确保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方案可行。

她说，目前的好消息是，所有成员都同意改革争端解
决机制，只是对如何改革有不同意见。她表示，将了解各
方对改革内容的诉求，尝试统一意见，将改革方案具体化、
系统化，并希望能把方案带到今年的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
级会议上。

另外，奥孔乔-伊韦阿拉表示，有必要实现多边贸易规
则的现代化，完成电子商务领域的谈判非常重要。疫情期
间，数字经济突飞猛进，未来电子商务规模仍会迅速跃升，
但世贸组织目前却没有涉及电子商务的规则。

世贸组织新掌门上任将烧“三把火”

新华社德黑兰2月16日电（记者夏晨）据伊朗新闻电
视台16日报道，伊朗海军与俄罗斯海军当天在北印度洋开
始代号为“海上安全带”的联合演习。

报道说，俄方派出一支由一艘护卫舰、一艘补给舰和武
装直升机组成的小型舰队参加演习。双方将演练打击海
盗、反恐、海上搜救等，旨在加强地区海路国际贸易“集体安
全”。

报道还说，一直以来，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水
域实行“军事扩张主义”，美军活动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和不
稳定。

此外，伊朗海军司令侯赛因·汉扎迪当天表示，印度海
军也将参加演习。但他没有说明印方参演具体时间。

伊朗和俄罗斯海军在北印度洋举行联合演习

新华社纽约2月16日电（记者刘亚南）在投资者持续
买入和支付机构支持的背景下，加密货币比特币现货价格
16日首次突破5万美元。

市场服务机构CoinDesk公司数据显示，比特币价格在
16日早间最高达到 50584.85美元，随后回落至 5万美元之
内，今年涨幅已超过60%。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数据显示，2月份交货的比特币价
格在 15 日夜间和 16 日早间分别突破 5 万美元，16 日收于
48925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84%。

比特币价格突破5万美元

2月16日，人们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接种疫苗前登记信
息。

斯里兰卡从15日开始为普通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斯
里兰卡1月29日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首批接种对象为
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军警。

新华社发（加延·萨米拉 摄）

斯里兰卡：普通民众接种疫苗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于文静）近日，农业农村
部下派 9个专家工作组赴冬小麦主产省份，指导农民科学
抗旱，同时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强化指
导服务，推进科学抗旱。

记者日前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0年12月以来，冬
麦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5至8成，加之风力较大，土壤表
墒不足，局地旱象显现。当前已进入小麦需水高峰和春季
田管的关键时期，持续干旱对小麦返青生长构成威胁。据
中国气象局预计，2月份冬麦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
可能持续发展。

近日，农业农村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农业农村
部门紧紧围绕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目标，强化指导服
务，推进科学抗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把抗旱保苗摆在
当前农业生产的重要位置，抓实抓细各项抗旱保苗措施。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沟通
会商，及早发布预警信息。要加强分类指导，因地因时因
苗落实好抗旱保苗措施。

同时，积极防范“倒春寒”，狠抓病虫防控。加强分类
管理，旺长麦田及时开展早春镇压蹲苗，实现控旺转壮；
对弱苗及时追肥，合理调控肥水，促进苗情转化升级，提

高抗寒防冻能力。重点防控小麦条锈病等苗期病害及地下
害虫。加密监测，及时发布病虫信息，适时开展应急防治。

农业农村部要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专家和农
技人员深入受旱地区，指导农民落实好各项抗旱关键技
术。加强化肥、农药等农资调剂调运，及时检修抗旱机
具，满足春管抗旱需要。及早谋划春耕备耕工作，摸清农
民种植意向，层层分解落实种植面积，千方百计稳定春播
面积，努力提高春耕春播质量。

农业农村部部署冬小麦抗旱保苗工作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吴雨、唐健辉）中国人民银行近
期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末，我国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 38.95
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全年增加3.94万亿元，同比多增1.26
万亿元。

人民银行发布的 2020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
示，2020年末，我国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32.27万亿元，
同比增长 11.9%，增速比 2019年末高 3.6个百分点；全年增加
3.55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

此外，数据显示，2020年末，我国农户贷款余额11.81万亿
元，同比增长14.2%，增速比2019年末高2.1个百分点；全年增
加1.51万亿元，同比多增3213亿元。农业贷款余额4.27万亿
元，同比增长 7.5%，增速比 2019年末高 6.8个百分点；全年增
加3295亿元，同比多增2580亿元。

2020年我国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0.7%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胡璐）“十三五”期间，我国
坚持科学防治、综合防治、依法防治，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
1000多万公顷，完成石漠化治理面积130万公顷，四大沙地生
态整体改善，石漠化程度持续减轻。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5年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累计完成营造林任务 101.9万公顷，工程固沙 3.47万公顷。
在内蒙古、青海、甘肃等黄河流域5省（区）启动实施了规模化
防沙治沙试点项目。新增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46个，新
建国家沙漠（石漠）公园50个。

同时，加快推进石漠化治理。目前我国石漠化土地面积
1007万公顷，与2011年相比，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193.2万公
顷，其中极重度石漠化减少 15.1万公顷，减少 47.1%；长江流
域泥沙量减少 40%以上；石漠化地区植被综合盖度达到
61.4%。

这位负责人表示，持续防沙治沙，不仅筑起了生态屏障，
也促进了沙区发展。广大沙区因地制宜发展饲料、中药材、经
济林果等绿色富民产业，推动沙区产业结构调整，并吸纳大量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防沙治沙，精准带动群众脱贫增收。
同时，中国进一步强化荒漠化防治国际交流与合作，赢得了国
际社会广泛赞誉。

“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
防沙治沙任务1000多万公顷

雨水节气将至，各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春播耕地、麦
田施肥、大棚管护等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图为山东省临沂市王店子村的农民为小麦浇水。
新华社发（房德华 摄）

“雨水”将至农事忙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 刘诗平）据水利部规划
计划司相关负责人介绍，2014年开始实施 172项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目前已累计开工149项，在建工程投资规模超过
1万亿元。其中，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一期等 36项重大水
利工程已经建成并发挥效益。

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在加快推进，一批新的重大
水利工程同时在规划，2020年及后续重点推进的 150项重
大水利工程建设开始实施。

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包括防洪减灾、水资源优化配置、

灌溉节水和供水、水生态保护修复、智慧水利等 5类工程。
据介绍，这些工程实施后，预计可新增防洪库容约 90亿立
方米，治理河道长度约 2950公里，新增灌溉面积约 2800万
亩，增加年供水能力约420亿立方米。

重大水利工程是强化水旱灾害防治、优化水资源配置、
改善水生态环境、促进流域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保
障国家水安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水利部负责
人表示，今年将高标准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加快150项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争取早开工、多开工。

我国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