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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股超凶冷空气来袭，大半个中国气温将
创新低，对于抵抗力单薄的儿童来说，对抗流感是
让不少家长头痛的大事。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季。根据 SOA 关于
2016-2017年美国流感的研究报告指出，流感季节
通常在12月到2月达到高峰，流感季节9到23周。
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也显示，在预防上多投入1
元，治疗少花8.5元。因此，抗击流感，预防比治疗
更重要。

记者了解到，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流感，许多企
业也在为预防感冒行动。从11月起，爱心企业养
生堂联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及成都工零会医
药企业管理咨询中心，共同发起“养生堂2018儿
童秋冬抗感公益赠送活动”，向全市4—14岁儿
童、少年捐赠价值63.7万元的1.3万盒养生堂天
然儿童VC。

成立于1993年的养生堂药业有限公司，集科

研、生产、销售为一体，与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同
为养生堂旗下的兄弟公司，产品线覆盖内服美容
品、儿童营养品、健康养生品等领域，是中国保健品

领军企业之一。
2007年，养生堂推出天然维生素C，是中国首

个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真正意义
上的“全天然维生素C”，明确具有“增强免疫力”
功能。

养生堂天然维生素C，原料100%来自被称为
“维生素之王”的巴西针叶樱桃，每100克维生素C
含量达2440毫克，是普通樱桃的224倍，柑橘的87
倍，柠檬的110倍。此外，针叶樱桃中还含有大量
花青素等类黄酮活性物质，当它们与天然维生素C
相结合，能够发挥生物活性，增强人体免疫力。

2017年，养生堂儿童VC上市，是目前市场上
给小朋友吃的真正全天然的VC。养生堂用十年时
间，在巴西合作研究有机针叶樱桃，把天然和健康
带给中国的孩子。

天然维生素C可以帮助激活人体白细胞，提升
机体免疫力，改善感冒症状，加速退烧，减少感冒药

的毒副作用。选择具有明确的“增强免疫力”保健
功能的天然维生素C，可以有效帮助提高孩子抵抗
力。宝贝少生病，妈妈少担心。

养生堂负责人表示，在预防感冒、抵抗流感这
种全民关心的社会问题上，养生堂全力开展此次爱
心公益，免费赠送儿童天然维生素C，是希望增强孩
子免疫力，远离感冒，让孩子健康快乐过冬，更是养
生堂一贯坚持的“为生命健康提供产品与服务”企
业使命的实践，希望让更多市民意识到预防感冒的
重要性，为秋冬抗感注入一份温暖的力量。

此外，儿童预防流感，应该做到饭前便后、接
触公共设施后勤洗手，室内要多通风，避免去人群
聚集区，同时，要加强体育锻炼，均衡饮食，多吃含
有丰富维生素C的蔬菜水果，增强人体自身免疫
力。对于儿童等高危人群，按时接种流感疫苗也
十分重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母琪

养生堂2018儿童秋冬抗感公益赠送活动启动仪式。

秋冬抗感，预防是最好的治疗
养生堂开展公益活动免费捐赠万盒天然维生素C

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对中国经济发
展前景，大家完全可以抱着乐观态度。中国经济发
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
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
没有改变。

习主席三个“没有改变”的科学判断，向世界清
晰而坚定地给出了对中国经济前景怎么看、中国经
济今后怎么干的明确答案。

中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我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经过亚洲
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及“逆全球化”的冲击，我
国经济发展更具韧性，应对重大风险和挑战的能力
明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制度优势，尤其是能激发调动起攻克关键核心
技术瓶颈的力量。当前，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国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更有针对性地预调微调。到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已连续 12 个季度保持
在 6.7%-6.9%的区间。应当看到，随着我国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将持续成为经济
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

产业可以向内地转移，区域发展不均衡向均衡转变
的回旋空间巨大，可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
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正在成为经济持续增长
的战略支撑。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12%，已超
欧盟平均水平；“独角兽”企业数量跃居世界第二
位；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新能源汽车等
已跻身世界前列；高铁里程、高速公路里程、互联网
上网人数已分别达到 2.5 万公里、13.6 万公里、7.35
亿，在世界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基础设施网络化
水平提高，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

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消费贡献
率上升、服务业占比提高、贸易结构改善和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结构优化成为经济发展稳中向好趋势的
坚实基础。首先是需求结构优化。今年前三个季
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高于
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6.2个百分点。其次
是产业结构提升。今年前三个季度，服务业增加值
占GDP的比重为53.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0.8%。第三，贸易结构也得到显著改善。特别是近
年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需更趋平衡，推

动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了2015年以来的回升态势，增
速接近2%。

三个“没有改变”表明，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发展
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没有改变。正如习主席所言，
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
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习主席掷地有声的话
语，传递出一组重要信号——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
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
定动力源，中国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
场，中国将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这既
是中国的承诺，更彰显中国的底气和信心。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还有
一道道山梁需要翻越、一个个险滩必须跋涉。立足
当今，放眼未来。我们坚信，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大
气力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加快
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中国人民就一定能战胜前进
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中国就一定能迎来更加光
明的发展前景。 据央视网

（作者系G20与新兴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
任、外交学会理事）

在万源市青花镇干溪沟村，有一个地方，因
其周围山势形似簸箕，故称簸箕山。簸箕山作
为一个村民小组，山上原本住着30多户人家。
近年来，山上经济条件好的人家都搬到镇上居
住，剩下的也在国家异地扶贫搬迁政策惠及下，
全部搬到了山下交通更为便利的地方。

曹显明一家三口也享受了异地扶贫搬迁政
策。虽然搬到了山下，但他们一家大多数时候
仍坚守在簸箕山里，只为让家庭早日摆脱贫困。

贫穷与梦想
年仅22岁的曹显明，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2013年高中毕业时，他考上了一所三本院校，
但高昂的学费却是这个家庭所不能承受的。最
终，曹显明放弃了上大学，选择了当兵。2015
年9月，他退伍后并没有加入到外出务工的潮流
中，而是选择回到簸箕山

拿着两万多元的退伍费，加上从亲戚朋友
处借来的钱，他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建圈
舍，找羊种，当年年底，60多头黄羊就上了圈。
曹显明说：“我觉得现在农村的机会比城里多，
回家创业既能够照顾父母，还能挣钱。”

守望与希望
每天下午2点，簸箕山里都会响起曹显明的

吆喝声，还有牧羊犬吠叫的声音。这是曹显明
每天雷打不动的安排，把羊赶到周围的山林里
去活动活动，啃啃大山里的青草。他这位“牧羊
人”远远地望着羊群，眼里是满满的希望。

2017年，他尝到了这份坚持给他带来的甜
头，当时卖了80多只羊，纯利润就有4万元左
右，通过淘宝店卖蜂蜜也赚了2万元左右，他也
还清了亲戚朋友的账。对于今年的市场行情，
曹显明更有信心：“今年纯利润预计能够有七八
万左右。”

由于之前的淘宝店经营品种太过单一，人
气一直不旺。今年国庆，曹显明又重开了淘宝
店，开始谋划更多的事，经营品种除了自家的东
西外，还扩展到富硒茶、土鸡蛋等大巴山自产的
农副产品。曹显明说：“这些东西都是从附近群
众那里收的，不仅可以帮他们找到销路，还可以
多卖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轩摄影报道

大革命失败后，周建屏参加南昌起义。1929
年，被党派遣到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工
作，先后被任命为红军团长、师长。1934年2月，
周建屏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
中央执行委员。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周建屏
率红7军团第24师掩护主力红军离开苏区后，留
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6年到达延安。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建屏任八路军第
115师343旅副旅长，率部开赴晋东北抗日前
线，参加平型关战役。

1937年11月，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
员的晋察冀军区成立，周建屏任晋察冀军区4分
区司令员。不久，他率部参加晋察冀根据地粉
碎日军“八路围攻”的战斗。

1938年6月13日，周建屏旧伤复发不治去
世。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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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屏：
戎马一生抗日到底

周建屏，祖籍江西金溪，1892年生于云南宣
威。1909 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并加入云南新
军，。1926年经周恩来推荐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春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并转入朱德军官教导团。

簸箕山里的“牧羊人”

记者11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在四川和西藏两
省区、有关部门和军队等共同努力下，金沙江白格堰
塞湖泄流槽工程已完工，预计11月12日凌晨至上
午堰塞湖将开始过流。

截至 11 月 11 日 9 时，堰塞湖水位累计上涨
57.44米，推算堰塞湖蓄水量约为4.69亿立方米，转
移群众2.5万人。

抢险人员已全部撤离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1日11时堰塞

湖坝体上应急抢险人员开始撤离，已于16时前全部
撤离。12日零时起，四川甘孜州、西藏昌都市受堰
塞湖过流泄洪影响区域将实行交通管制，要求区域
内人员车辆全部自行撤离，未经批准不能进入，直至
堰塞湖应急响应解除。

这位负责人要求，上下游受威胁区域要提前做
好各项应急防范处置措施，确保不因泄洪造成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上下游有关地区群众要密切关
注当地政府公告，提前撤离危险区域，要密切关注当
地交通提示和灾害预警信息，避开沿江、滑坡地带，
确保人身安全。受堰塞湖泄洪影响的金沙江沿线企
业要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做好防范措施，科学应对泄
流洪峰。

据了解，受堰塞湖影响的金沙江流域水文监测
系统目前已经建成，将用于实时监测水位变化、洪峰
位置和流量，及时通报有关地方和部门，更加科学有
效防范洪水风险。

甘孜全力应对过流泄洪
据甘孜州政府新闻办消息，11月11日16时，甘

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发布金沙江堰塞湖过流泄洪
公告后，州县迅速部署，调集各方力量，严阵以待迎
接过流泄洪。

据前线指挥部消息，截至11日17时，甘孜州已
落实堰塞湖过流泄洪应急救援力量1172人（白玉县
422人、巴塘县410人、得荣县340人）。理塘县已准
备200人的机动应急力量。

11日17时，甘孜州已调集各类大型机具187
台、艘（挖掘机94台、装载机83台、冲锋舟8艘、皮划
艇2艘），后续还将视洪峰过流情况，增调抢险机
具。白玉、巴塘、得荣、德格四县已在沿江一线部署
地质灾害、水文和次生灾害监测点位38个、监测人
员86人，密切监测洪峰下泄时可能出现的险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祥龙 田雪皎
综合新华社

金沙江白格堰塞湖今日过流泄洪

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办？
三个“没有改变”给出答案

□ 张其佐

震撼献礼空军成立纪念日

挂弹开仓
新华社广州11月11日电 第十二届中国航

展11日在珠海迎来“高光时刻”：歼-20战机在公
开飞行展示中挂弹开仓，震撼献礼人民空军成立69
周年纪念日，彰显人民空军的开放和自信。

当日10时53分，4架全新涂装的歼-20战机，
以四机编队进行了约8分钟的飞行展示，将本届航
展推向高潮——

低空高速通场、大仰角拉起、开加力小半径转
弯、空中滚转、大坡度盘旋……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竞相上演，歼-20如魅影灵动，在天幕上留下道道炫
酷的银白色涡流，燃爆中国航展闭幕日现场。

伴随着巨大轰鸣声，机动盘旋的2架歼-20战
机在数万名观众的见证下，打开了位于机腹下的内
埋弹仓，现场响起阵阵惊呼声。

这是歼-20战机首次在公开飞行展示中挂弹
开仓。

“空军歼-20战机以编队形式在航展上进行展
示，代表着歼-20战机已经具备了初步的作战能力；
歼-20战机打开弹仓以盘旋形式在机场上空进行
展示，说明歼-20战机已经具备了挂载新型中远程
和近距空空导弹的能力，也是人民空军和中国航空
工业向党和人民交出的一份新答卷。”空军副司令
员徐安祥中将在“庆祝人民空军成立69周年记者见
面会”上介绍说。

歼-20战机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
斗机。11月6日本届航展开幕式上，歼-20战机首
次以三机编队进行了飞行展示；11日，闭幕日
歼-20 战机飞行展示中挂弹开仓，再次刷新了
歼-20战机的公开亮相尺度。

“歼-20战机挂弹开仓，彰显出空军的开放和自
信。”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对新华社记者说。

曹显明在大山里的家。

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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