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

人间最美四月天。“五一”前夕，记者走进
临澧县修梅镇高桥村， 只见一条宽阔平坦的
旅游公路将田野、河流、村舍串成一幅田园风
光画，慕名而来的游客，争相观赏着这美好春
光。

高桥村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的故
乡。此时，景区正在新建的林伯渠生平事迹陈
列馆里布景：林伯渠手持《共产党宣言》，始终

沿着正确道路行进……
同行的修梅镇党委书记黄宜平感叹地

说：“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奋进在幸福的
道路上。”他告诉记者，高桥村在全县率先实
现整村脱贫，去年荣获“全国生态文化村”。

“既谋发展，也求宜居”
从林伯渠故居到村里， 田野里的油菜绿

油油一片，莲子也开始发芽，白鹭在悠然自得
地觅食。

在村口，村民周淑华刚从地里摘菜回来，
主动和黄宜平打招呼。 周淑华开心地说：“搭
帮国家好政策，旅游公路直通村里，现在又把
全村整治得干干净净，自己住得舒服，游客来

了还想再来。”说完这话，她向黄宜平靠近一
步轻声地说，每到节假日，她家里的餐桌都坐
满了，地里种的那些菜，全部被游客给“解决”
了。

黄宜平说，近年来，高桥村以打造“常德
市红色旅游第一村”为目标，精心建设“故园、
田园、家园”，走出了一条“红色旅游+绿色观
光农业+生态农业”的生态发展之路。

林伯渠是“延安五老”之一。高桥村依托
林伯渠故居这块“金字招牌”，发展观光农业。
春天，到处是金灿灿的油菜花。夏秋，游客可
赏荷采莲， 去采摘园品尝时令果蔬。 到了冬
天，漫山遍野的油茶花甚是壮观。

荩荩（下转3版）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今天出版的第9期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文明交流
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
重要动力》。

文章全面深刻阐述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
法和主张，强调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
和谐共处， 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
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
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文章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
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第一，
文明是多彩的， 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
鉴的价值。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
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 让各国人民享受
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
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
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都各有千秋，没
有高低、优劣之分。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
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傲慢和偏见是文
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第三， 文明是包容
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只
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
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
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文章指出， 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
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
供了丰厚滋养。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
生的文明， 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

形成的文明。
文章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

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
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命运共同体。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
天空更宽阔的胸怀。 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
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
心灵慰藉， 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
战。

文章强调，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实现中国梦，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
中国人民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 推动中华文
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让中华文明同
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
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
力。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5月1日同多米尼加总统梅迪纳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一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去年5月，中国同
多米尼加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揭开了两国关
系新篇章。去年11月，你成功对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 我们共同规划两国关系发展蓝图，
达成很多重要共识。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
多各领域交流合作正稳步向前推进，建交成
果不断涌现。事实证明，中多建交是双方高

瞻远瞩作出的正确政治决断，得到两国人民
一致拥护。我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愿同
你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友好合作持续走向深
入，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梅迪纳在贺电中表示， 多中建交一年
来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双边
关系内涵不断丰富，多米尼加已成为“一带
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我们对建立在平等
互利基础上的多中关系前景充满期待，愿
继续加强对华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多米尼加总统梅迪纳互致贺电
庆祝中多建交一周年

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5月1日， 国家
主席习近平致电日本新天皇德仁， 对其即
位表示祝贺。习近平表示，中日两国一衣带
水，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双方应该携手

努力，共促和平发展，共创两国关系美好未
来。

同日， 习近平还致电日前退位的日本
上皇明仁表示问候和祝福。

习近平致电祝贺
日本新天皇德仁即位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孟姣燕）今
天，天气晴好，人们出游热情高涨。记者从省
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五一” 小长假首日，截
至15时，全省纳入监测的130家景区接待游

客182.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23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27%和26.9%，实现开门红。

今年“五一”假期，我省推出了一批适
合不同消费者需求的旅游产品， 呈现出老

景区新业态的特点。比如，炎帝陵景区推出
多种主题展演活动，《三节龙》《围猎》《鹿原
耕播》《竹竿舞》让游客在“穿越”中感受炎
帝文化。 荩荩（下转2版①）

“五一”小长假旅游开门红

湖南日报5月1日讯 （记者 黄利飞 ）
今天上午8时30分，一辆装载着中联重科
超大型履带起重机臂架的平板车， 开进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西广场， 拉开了2019
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的布展
序幕。

首发进驻展馆的这台超大型履带起重
机，是中联重科ZCC9800W型履带式起重
机，2018年上市， 主要用于野外风电吊装
作业。产品上市以来，先后完成了山东烟台
风电场、浙江高邮风电场、河北南宫风电场
等多地风电机组安装。

中联重科布展现场负责人介绍， 此次

“运送”ZCC9800W型履带式起重机的平
板车共38台，分两天进场，边进场边组装，
预计7天组装完毕。该产品综合起重性能全
面高于同吨位产品， 最大起升高度为180
米，满足160米高的主流风机吊装，是工程
机械行业风电吊装“新王者”。

ZCC9800W型履带式起重机进场后，
中联重科的混凝土机械、土方机械、高空作
业机械、工业车辆等各类型设备，将有序进
驻场馆开展组装工作。

展会组委会透露，“五一”小长假期间，
三一重工、柳工、卡特彼勒、约翰迪尔、日立
等企业将陆续进场布展。

工程机械之都的光荣与梦想
———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风电吊装“新王者”入驻展馆
38台平板车“运送”，预计7天组装完毕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黄利飞 陈
淦璋 通讯员 刘飞裔）4月30日，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举办湖南省企业并购重组与
发展研讨会。 相关领域专家通过解读并购
重组制度规则体系， 共同探讨当前经济环
境下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实现发展壮大的路
径与可行性。

作为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方
式，并购重组交易在A股十分活跃，提升了
许多上市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也有许多出
现阶段性困难的公司， 通过并购重组成功
脱困。

2018年至今，我省有华菱钢铁、三诺
生物等10余家经营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

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现金购买资产、上
市公司收购等方式开展重大并购重组交
易，交易金额累计超过人民币380亿元，企
业规模得以扩大， 并实现了产业链整合。
2017年，爱尔眼科、楚天科技等企业通过
海外并购重组获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部分
先进技术、品牌及市场，进一步提升了核心
竞争力。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周晖强
调，企业要深化认识、把握机会，积极大胆运
用并购重组手段。 但在进行并购重组时，要
做足功课，理性估值，防止出现跟风式重组
等不良市场行为；还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
严格遵守并购重组法规制度及行业规则。

湘企借并购重组做大做强
2018年以来湘股重大并购重组交易金额累计超380亿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
员 蔡建交）近日，《全国妇联关于表彰全国
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的
决定》发布，授予1986个单位全国巾帼文
明岗称号，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荣列
其中。荣誉背后，是益阳职院近年来以“铸
魂工程” 统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
激发出的力量。

2016年11月，益阳职院党委印发《关
于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铸魂工程”的
意见》， 决定通过强化课堂教学阵地建设、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加
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等， 实现学生与
老师全员参与、覆盖教育培养全过程、德育

与专业教育全方位结合的“三全” 育人目
标。

益阳职院“铸魂工程”重在“走心”。思
政教育课创新课堂新闻播报、 课堂情景剧
等融入式教学法， 并广泛开展校外实践性
教学； 在全省高职院校中最早开展中华经
典诵读活动， 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主阵
地之一； 开展“我的人生梦想”“我的价值
观”“我的中国心”等“我的+”系列主题沙
龙活动，最大限度地拓宽思政教育渠道；搭
建“迎风讲坛”“名师工作室”“感动校园人
物”等多个开放式交流平台，释放学生的理
想和热情，激发内生动力。

荩荩（下转2版②）

益阳职院铸魂育人重“走心”

湖南日报5月1日讯（记者 黄婷婷 通讯
员 周娟平）在“2019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
商50强”中排名第四位的日立建机，计划携
明星产品参加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
械展览会，参展面积达878平方米。

届时， 日立建机将亮相智能化新一代
工程机械和国际机械展馆， 展出混合动力
挖掘机和破碎锤管路式样机的代表机型。
其中， 混合动力挖掘机实现了高动力与低
燃耗的有机结合， 可为客户带来更精细的
输出控制； 破碎锤管路式样机则根据安装
破碎锤的需要，改造了液压系统，使设备整

体能够更好地应对破碎作业环境， 大幅提
升了产品的适用性。

据了解， 日立建机还将利用室外416
平方米的展示区域， 充分展示企业最新的
挖掘机技术和多功能应用， 日立建机将在
长沙展示目前正在推行的ConSite系统，这
是日立建机独自研发的智能化综合应对系
统， 旨在让客户在机器的使用管理上更省
心，并节约维护成本。

日立建机1970年成立于日本东京，以
制造挖掘机起家， 目前是全球领先的设备
供应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日立建机：展示最新智能售后服务体系
2019年世界排名第四，此次长沙参展面积达878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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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蹲点见闻

奋进在幸福道路上

② 5月1日，永州市零陵区柳子街，游客身着汉服在“打卡留念”。 胡纯亮 潘爱民 摄影报道

① 5月1日，永顺县土家族艺术团走进芙蓉镇景区，用土家语和汉语献唱《我和我的祖国》，献礼新中国70周年华诞。 刘文化 吴吉祥 摄影报道

③ 5月1日，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贝拉小镇亲子乐园，环卫工人和子女一起开心玩耍。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孟姣燕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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