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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新华社济南2月3日电 （记
者 吴书光）陆升勋，1907年10
月生于山东省昌邑县卜庄镇大陆
村。1924年考入青州山东省立
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回本村任
教。在大革命高潮中，他在本村
群众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成立
农民协会，拥护北伐革命军。大
革命失败后，在本村创办农民夜
校。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
发生后，他带领农民夜校学员，
到集市散发传单，抗议日本帝国
主义的滔天罪行。后经中共地
下党员介绍到邹平乡村建设研
究院学习。1936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全国抗战爆发后，陆升勋受
党组织派遣，回到昌邑，为组织抗
日武装做准备工作。1936年底，
他带着组织起来的百多人的抗日
武装，参加了中共鲁东工委领导
发动的潍北抗日武装起义，成立
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7支队，任
第7支队特务大队大队长。

1938年 12月，八路军山东
纵队成立，陆升勋任纵队特务团
团长。1939年9月，任山东纵队

第1支队后方司令员。1940年9
月，山东纵队第1支队后方司令
部改编为山东纵队沂蒙支队，陆
升勋任支队副司令员。不久，任
鲁中第2军分区司令员。1941
年10月，陆升勋被选派到山东分
局高级党校学习。1942年 5月
学习期满后，任沂蒙专署专员，领
导沂蒙山区人民群众坚壁清野，
开展反“蚕食”、反“扫荡”斗争。
同年12月调任胶东军区副司令
员，率百余人从新泰出发，穿越胶
济铁路到博兴，继续东进到招
南。12月 8日进入莱阳县孙家
夼，被日伪军包围，指挥干部和护
送队与敌激战，在突围中不幸壮
烈牺牲，时年35岁。

（据新华社）

陆升勋 革命烽火育英豪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
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
奋斗的方向。”歌曲《美好向往》开
门见山地唱出了新时代的新气
象。该歌曲由恩山作词，周澎作
曲并演唱。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这句话说到了
老百姓的心坎儿里，也打开了自
己和恩山的心扉。”周澎说，他们
决定用歌曲来抒发老百姓的心
声，于是创作了这首接地气的《美
好向往》。

“看今朝灿烂阳光，想未来心
花怒放，人民啊幸福安康，国家啊
繁荣富强”，概括出国家发展的美
好前景和人民展望幸福生活的喜

悦心情。“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
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
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歌词朗
朗上口，铿锵有力，简洁明快地道
出百姓心中满满的幸福感。

重庆日报记者观看该歌曲的
MV发现，这首歌曲的MV展现
了各行各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寄托着人们简单朴素的愿
望。铁路列车乘务员向往旅客平
平安安；业务员向往成为销售冠
军；过生日的年轻人向往快乐每
一天；跳广场舞的大妈向往身体
健康……“我向往写出更多好歌，
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我的歌声受
到鼓舞，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周
澎说。

《美好向往》道出百姓幸福感
本报记者 王丽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日前，经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北
京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士祥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
查。

经查，李士祥理想信念缺失，思想
滑坡蜕变，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为
谋私的工具，扭曲政商关系，大搞权钱
交易，通过为私营企业主谋取巨额利
益，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非法从中获
利；利用职务便利在职务晋升和职工
录用等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不按规定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收受礼品、礼金；为求得仕

途顺利，搞迷信活动。
李士祥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
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性
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
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
批准，决定给予李士祥开除党籍处分；
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北
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
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
案移送。

北京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李士祥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
生 唐璨）由于订单火爆，两江新区的多
个重点企业春节将加班加点忙生产。2
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解
到，该区的京东方、万国半导体、鑫景玻
璃等重点企业为满足全球市场，春节期
间都将开足马力生产，为实现全年目标
打下良好基础。

重庆日报记者在重庆京东方了解
到，为犒劳奋战在一线的员工，该集团组
织了一系列迎新春活动，2日晚上，京东
方集团党委书记、CEO陈炎顺也来到其

两江新区工厂，为奋战在一线的员工鼓
劲。

之所以得到集团如此重视，是因为
去年12月8日，京东方刚刚在重庆开工
建设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这
条生产线是继重庆第8.5代TFT-LCD
生产线、重庆智慧电子系统智能制造生
产线后，BOE（京东方）在重庆落地的又
一重大项目。5年落地4个项目，其彰
显的不仅是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加速迈
进的决心，更印证了电子信息产业旺盛
的市场需求。为了满足订单需求，重庆

京东方在春节期间照常生产，加快发展
脚步。

不仅仅是京东方，作为产业链上下
游关键企业，万国半导体、鑫景玻璃、美
国康宁等企业也出现了订单饱满，产销
两旺，过节期间赶工忙的景象。

在两江新区水土园区，重庆万国半
导体12英寸功率半导体芯片制造及封
装测试生产车间一直没有空闲过，工作
人员和往常一样，穿梭在一台台巨大的
机器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操作。而这
种忙碌的场景，将会持续整个春节。该

基地一期投资5亿美元，月产两万片12
英寸功率半导体芯片、月产500KK功率
半导体芯片封装测试；二期计划投资5
亿美元，月产5万片12英寸功率半导体
芯片、月产1250KK功率半导体芯片封
装测试。

“受政策利好刺激，公司现在的订单
‘火爆’，近400名员工放弃休息，在一线
奋战，全力以赴确保生产任务完成，满足
客户需求。”万国半导体相关负责人表
示。春节期间，公司将全力保障员工的
生活配套，加班工资将会严格按照国家
标准进行发放。

除了企业不停工，两江新区水土园
区在春节期间也精心组织了工作团队，
强化为企业服务，开展集中慰问，做好安
全检查，确保企业一线职工的生产、生活
和文化需求。

两江新区重点企业订单火爆
京东方、万国半导体等企业春节忙生产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2月1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获悉，住房城乡
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近期公布了第七批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名录，新评定了全国60个名镇。
其中，我市万州区罗田镇、涪陵区青羊镇、江津
区吴滩镇及石蟆镇、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龚
滩镇榜上有名。

据悉，上榜的5个名镇均具有较高的建筑历
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能够反映重庆城乡
发展的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按照《重庆市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下一步将由
当地政府组织开展设置更新保护标志牌、加强
保护利用传承等系列工作。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从2003年起评选，系
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
念意义的、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
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镇。到目前，重庆拥有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3个。

重庆新增5处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扫一扫
就看到

新增5处名
镇简介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龚滩镇。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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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完成
九大隧道里2回220千伏、6回
110千伏和13回配网电缆的
巡视。大家带好工具，准备出
发！”2月3日上午8点，在六店
子九大隧道入口处，国网重庆
市区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红
岩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刘中
进行工作部署，他带领4名班
组成员对九大隧道内的电缆
展开巡视。

九大隧道是从220千伏高
九路变电站到220千伏大坪变
电站的电缆隧道，全长4.7公
里，涉及到大坪、石油路及龙湖
时代天街商圈的供电。“主要是
用红外成像测温仪检查电缆中
间头的温度是否正常，用环流
表检测电缆护层的电流是否正
常。”刘中说，为保障春节期间
辖区安全可靠供电，市区供电
公司展开电缆隧道特巡专项行

动，对辖区内8条电缆隧道内
的电缆展开特巡。

为保障春节期间辖区内
安全可靠供电，市区供电公司
提前部署，加强电网设备隐患
排查，开展电网负荷预测，统
筹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强化安
全管理，落实安全生产、应急
抢修等重点措施，确保节日期
间电力安全可靠供应。春节
期间，该公司将组织党员特巡
队坚守岗位，加强对重要变电
站、线路、开闭所、配电房的特
巡，随时掌控好电网及设备运
行状况；加强对解放碑、大坪、
沙坪坝、杨家坪等商圈及重要
场所供电点的监控；红岩共产
党员服务队全天24小时在岗
值班，严阵以待，全力以赴确
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电力有
序供应。

文/秦雪

重庆市区供电红岩共产党员服务队特巡保供电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日前，经中
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河南
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靳绥东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靳绥东理想信念丧失，毫无党
性原则，将公权力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
工具，甘于被“围猎”，大肆收钱敛财；为
掩盖其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与特定关系
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违背组织原则，
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长期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工作调动和
录用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破坏党的选
人用人制度；收受礼金，利用职权和职务
影响，向私营企业主借车供其家属长期

无偿使用、高价出售本人书法作品；道德
败坏，搞权色、钱色交易。

靳绥东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
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
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
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
央批准，决定给予靳绥东开除党籍处分；
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终止其河南
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
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河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靳绥东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 数据显示，今年过半数用户可实现12小时内返乡。在
返乡潮中，一线城市是“返程大军”出发的热门地

●“反向春运”既为旅客出行提供了更多实惠和选择，又
可充分利用运输资源

● 2019年春节长假预计将有超过4亿人次出游，其中出
境游人次约700万

中国春运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周期性人口大迁徙。据初步预测，2019
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9亿人
次，同比增长0.6%。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2019年
春运热度不减，客流流向出现诸多新变
化，折射中国人过年选择更加多样。不
过，春节唯一不变的主题词仍是“团圆”。

回家过年仍是主流选择：
一线城市火车站返乡客

流压力大，48%的民航散客目
的地是家乡

腊月二十七早晨8点，安徽省安庆
市太湖县徐桥镇街上的人流比平时明显
多了，放鞭炮、打年货，锣鼓声、鞭炮声汇
成一片，弥漫着浓浓的年味。这让常年
在上海务工的徐金荫感受到乡情的亲
切，“抢到一张高铁票，用4小时坐回安
庆市。我哥开车接我回到村里，大半天
时间回到家”。

交通便利缩短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
的回家路。360浏览器发布的《2019年
春运大数据预测报告》显示，今年过半数

用户可实现12小时内返乡，仅有约11%
用户返乡需花费24小时以上。

在这股巨大的返乡潮中，一线城市
是“返程大军”出发的热门地，其中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更是“热上加热”。飞猪
数据显示，在春节前“压力指数”较大的
火车站中，北上广深四城的各火车站占
满TOP10。

民航出行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9年民航散客春运出行预测报告》
显示，从目前的订票情况看，春运期间，
以家乡所在地为目的地的乘机人数占总
出行人数的48%。

中国乡土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宋
艾君说，人们常说“一年不赶，赶三十晚”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目前返乡过年仍
是国人过年的主流选择，其背后是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眷恋。

“反向春运”凸显：
前往北上广深等地机票

预订量增长超 40%，“四老一
小”订单显著增加

当许多在城市打拼的人们踏上返乡
旅程，也有人选择将“乡愁”“思念”接到

身边，家中老人来到子女工作地过年。
“回家过年”的传统正在悄然转变。

1月21日上午10点，在山东省德州
市火车站检票口旁，71岁的胡振刚手里
紧紧握着车票，虽然距离发车还有一小
时，但他和老伴一起紧盯着检票口上方
的信息屏幕，站在身旁的孙女更是满脸
喜悦。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离家过年，
但是想到能和儿子团聚，还是非常高
兴。“之前儿子上班还有假日，今年他开
了公司，工作更忙，所以我们才反过头找
他过年。”胡振刚说。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客
运段副段长陈其南告诉记者，往年，节前加
开的旅客列车多为空送到汕头、广州、深圳
等地，再把旅客从当地接回南昌。但是
今年，加开的旅客列车中，单程空送的大
大减少，“反向春运”客流明显增加。

在飞机票方面，记者梳理发现，除夕
前后从云南、贵州、武汉等地飞往北京、
上海等目的地机票价格基本在2.1折至
3折之间，有的票价不足300元。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刘艳，花费800
余元机票钱就将父母从长沙接到了北
京。“算上节后回程的机票，总价和我单
程回家的价格是一样的。”刘艳说，“反向
春运”节省下的路费，足够带着父母在北
京玩上一周。

携程大数据显示，今年“反向春运”
现象凸显，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
南京、天津、青岛、宁波、厦门是“反向春
运”十大热门目的地，除夕前一周前往这
些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
飞往上述城市的机票订单中，儿童旅客
占比同比增加39%，50岁以上旅客占比
同比增加42%。其中，“四老一小”订单
显著增长，不少人把双方父母接到身边

过年。
宋艾君说，“反向春运”既为旅客出

行提供了更多实惠和选择，又可充分利
用运输资源。无论是“反向”还是“正
向”，家庭团聚才是核心要义。

“合家欢出游”成趋势：
3人以上家庭出游达七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旅途、异乡寻找
“年味儿”愈发流行。携程发布的《2019
春节长假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
2019年春节长假预计将有超过4亿人
次出游，其中出境游人次约700万。

70岁的殷敏芝最近很关注与泰国
相关的新闻，因为初一起她就要与家人
去泰国度假了，这是她第一次在境外过
春节，“女儿说让我过个‘暖和’的春节”。

“合家欢出游”正成为春节出游的主
流趋势，驴妈妈发布的《2019春节出游
趋势报告》显示，3人以上家庭出游占比
达七成。另有数据显示，从出游人群来
看，80后、90后群体带全家旅行过年成
为春节出游主力军。

据了解，旅游目的地呈现多样化，有的
青睐三亚、大理的冬日暖阳，有的则乐于北
上赏雪。在长白山、哈尔滨等地，滑雪、冰
钓、赏冰雕等冰雪运动颇受南方游客关注。

途牛旅游产品预订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选择节前错峰游的游客最早1月
25日左右便动身，占预订出游总人次的
比例达到54%，同比增长7个百分点。

即使是在家过年，不少人也会来个
周边游，全家人一起放松身心。飞猪数
据显示，在春节出行人群中，家乡周边游
的人数占57%。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大数据揭秘中国人2019年春节怎么过
新华社记者 张紫赟 鲁畅 杰文津 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