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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要有勇立潮头、
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

——习近平总书记陕西考察纪实

◀上接A01版
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
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
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
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
中国史册上。

习近平强调，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新时
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

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
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
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1970年4月24日，经过广大参研参

试人员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作
为“两弹一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东
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拉开了中华
民族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

人类的序幕。为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经
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6年起将
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近
日，孙家栋、王希季、戚发轫、胡世祥、潘
厚任、胡其正、彭成荣、张福田、陈寿椿、

韩厚健、方心虎等11位参与“东方红一
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回顾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辉煌历
程，表达了对实现中国梦、航天梦的坚定
信心。

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

■ 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

进入4月以来，我国疫情防控向好
态势进一步巩固，但境外疫情继续蔓
延。如何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巩固防
控战果，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全面恢复经
济社会秩序，确保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党全国人民十
分关心。

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
济工作。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就离
京赴陕西考察调研。

从商洛、安康到西安，一路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谈生态保护、谈脱贫攻坚、
谈疫情防控、谈复工复产、谈恢复社会生
活秩序、谈发扬西迁精神、谈继承延安精
神，思路和举措越来越清晰……

生态环境保护：
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

秦岭，习近平总书记陕西考察调研
的第一站。

“重峦俯渭水，碧嶂插遥天。”秦岭深
处，群峰逶迤，峡深谷幽，鸟鸣山涧。

站在海拔1700米的月亮垭，习近平
总书记眺望秦岭牛背梁主峰，思绪放在
了更广阔的历史和时空坐标上：“秦岭和
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是天然空调，是黄河、长江流域
的重要水源涵养地，是我国的‘中央水
塔’，是南北分界线，是生物基因库，也是
中华民族的祖脉、中华文化的重要象
征。”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有关负责同
志说，“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
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曾几何时，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
建别墅如一块块疮疤，蚕食着秦岭山脚
的绿色，却屡整不改，极其扎眼，令人心
痛。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6次重要指
示批示，要求彻底查处这种阳奉阴违的
行为，切实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

高耸入云的牛背梁主峰，烟云笼罩，
若隐若现，令人敬畏。陕西省负责同志
深刻检讨了秦岭违建别墅的教训，汇报
了整改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陕西痛定
思痛，以整治违建别墅为突破口，在秦岭
生态保护区范围开展全面整治乱砍乱
伐、乱排乱放、乱开乱挖、乱搭乱建、乱捕
乱猎等违规违法行为。从展板的实景照
片可以看出，曾经的违建别墅群已经复
绿，正透着春天的盎然生机。

“秦岭违建是一个大教训。根子就
是腐败啊！”习近平总书记严肃指出，从
今往后，在陕西为官，首先要了解这段历
史、这个教训，警钟长鸣，明白自己的职

责，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当好秦岭生态的
卫士，切勿重蹈覆辙。

总书记特别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
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
心中有数，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
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
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
的立场，要身体力行“四个意识”、“四个
自信”、“两个维护”，而不能只停留在口
号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
一些严重损害生态环境的事件作出重要
指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如陕西延安削
山造城、浙江杭州千岛湖临湖地带违规
搞建设、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圈地建
别墅、新疆卡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
腾格里沙漠污染、祁连山生态保护区生
态环境被破坏、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
围等，同时就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长江
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作出部署。
总书记强调，抓这些事，都是着眼于确保
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确保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都是全局之计、长远之计，
都是国之大者。“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
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
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些都是要写入历史
的。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
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
下骂名。”

2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
议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
再次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极端重要性：
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也是党的执
政宗旨、执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息息相关，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要呵护好我们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
计，为长远发展谋。

脱贫攻坚：
乐业才能安居

汽车穿行在陡峭的山路上，蜿蜒曲
折。窗外，谷雨刚过，绿意正浓，白云深处
有人家。

让贫困群众摆脱贫困，是总书记最
牵挂的事。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我们党既定
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
能少，是我们党向历史、向人民作出的庄
严承诺。几年来，我国以空前的力度实
施脱贫攻坚战，连续7年每年减贫千万
人以上。

如今，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时间
的压力，细化到了每一年、每一月、每一
天。3月初，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再次强调时间
的紧迫感：“今年满打满算还有不到10

个月的时间，按日子算就是300天，如期
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本来就有许多硬
骨头要啃，疫情又增加了难度，必须尽早
再动员、再部署。”

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走遍了14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陕南山区是秦巴山
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之一，
总书记很牵挂。这次专程到商洛、安康，
就是要实地察看这里的乡亲们脱贫情况。

商洛市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坐落
在山窝里，九山半水半分田，曾经是极度
贫困村。村民为了过上好生活，将村名
改为“金米”，村子的路叫“米汤街”，就是
想填饱肚子，不再挨饿。

如今，山还是那座山，村却变了模
样，木耳大棚一片连着一片，房子焕然
一新。总书记走进木耳种植培训中心
和智能联栋木耳大棚，实地察看帮助乡
亲们脱贫的“金疙瘩”。农户肖青松过
去在外打零工，去年打起背包回乡了。
他向总书记汇报自家收入时，连眉梢都
带着笑意：“1个菌棒赚7块钱，承包两
个大棚，一年两茬，一茬能挣两万块，两
茬能挣 4万多。”更让他安心的是“公
司+农户”的模式，行情好了按市场价，
行情不好时能拿到保护价。

这几年，金米村的木耳种植从地栽
到智能大棚里的塔栽、吊栽，村民们也从
拿锄头刨地转为用智能手机打理木耳种
植，山路也从过去羊肠小道变成了硬化
车道，就连电商也联到了家门口，陕南几
乎每个市县都有电商协会。总书记来到
直播平台前，成了“最强带货员”。他强
调，电商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脱贫，而且还
能助推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小木耳、大产业，给总书记留下了深
刻印象。总书记指出，发展扶贫产业，重
在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要延伸产
业链，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
确保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锦屏社区，累
计安置易地搬迁困难群众1346户4173
人。这两年，社区工厂一家接着一家开
起来了，搬迁来的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就业，不少昔日的农户如今成为城镇

“双职工”家庭。山上兴产业，山下建社
区，社区办工厂，盘活了各方面资源，实
现了贫困群众跨越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了一家毛绒玩具
厂。工厂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女工，之前
她们住山上，要么外出打工，要么留守照
顾家庭，只能选一头。如今搬下山住，既
能打工又能照顾家庭。一位女工说她的
爱人也在县城里的厂子做工，习近平
总书记笑着说：“那你家是双职工了，收
入有保证。”

在一家服饰公司产品展示厅，来自
浙江诸暨的女老板看到总书记，就像见
到家里人那般高兴：“来了不到一年，在
平利县开了4家社区工厂，去年出口创
汇400万美金。今年3月复工，至今销

量150多万元。如今境外疫情还在发
展，订单减少，我们加大了网上销售力
度。”她拿起一双袜子介绍说，单买8块8
一双，网上买要19块9，买一送一包邮。
习近平总书记夸她会做生意。

搬迁户汪显平就住在毛绒玩具厂楼
上，总书记来到他家做客，详细询问他家
庭收入、孩子上学、医疗和社保等情况。
汪显平告诉总书记，过去住在山上，干啥
都不方便，穷得叮当响，如今搬到社区，
他只掏1万块钱，住进了三室两厅，装修
花了3万多，十分敞亮，夫妻俩都找到了
工作，家里老人有了照顾，孩子在浙江大
学上研究生，学费不用愁，这样的日子过
去想都不敢想。总书记听了十分欣慰。
他强调，搬得出还得稳得住。后续扶持
最关键的就是就业。过去讲“安居乐
业”，如今对搬迁群众来讲，乐业才能安
居。“房子好了没收入，也是住不下去
的。”只有保证群众就业，才能确保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防止返
贫。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确
保困难群众就业十分重要，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多想办法。

离开社区，总书记乘车沿着盘旋的
山路，来到老县镇蒋家坪村。这里的种
茶史早在唐代就有记载，但多年来乡亲
们守着金山却揭不开米锅。这两年，在
党中央政策引导下，苏陕扶贫协作项目
进了村，建起了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
园区，形成了“党支部+龙头企业+贫困
户”的合作模式，带动了100多户困难群
众增收。

高山之上，春风、春雨、春茶，云山、
云海、云田，一望无际。习近平总书记拾
级而上，一垄垄茶树长势正旺。

茶农多是本地村民，她们头戴斗笠、
腰挎篮筐，笑语欢声中，指尖在茶尖上舞
动。看到总书记来了，她们围拢上来，一
五一十向总书记讲了每年的收成：既有
茶园的土地流转费，还参加分红，愿意参
加采茶的还有务工费。“采茶季每年有3
个月，手快的一天能拿两百多块，少的也
有百来块。就像您说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
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习近平
总书记高兴地说：“希望乡亲们因茶致
富、因茶兴业，脱贫奔小康！”

脱贫攻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提倡钉钉子
精神，这得从我做起啊！这件事我要以
钉钉子精神反反复复去抓。”看了陕南这
两个村，总书记感慨地说：“我对今年全
面完成现行指标的脱贫任务是有信心
的，我最关心的是后续帮扶问题，能否形
成稳定连续的机制。共产党人办事是求
真务实的，要真正让人民群众获得实实
在在的好处。”

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会上，习近平强调，民生是人民幸福之

基、社会和谐之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要
瞄准突出问题精准施策，做好剩余贫困
人口脱贫工作，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特色
产业，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
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多措并
举巩固脱贫成果。

复工复产：
化危为机，迎难而上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在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努力恢复正
常生活秩序，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收官“十三五”规划、完成今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任务，至关重要。

不久前在浙江考察调研复工复产情
况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危和机总
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要深
入分析，全面权衡，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
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

这次到西部地区考察，复工复产情
况与沿海地区不同，是否也能化危为机、
迎难而上？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往西北
地区有影响力的国有制造业企业——陕
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调研。

公司广场上，各种类型的重型越野
车、重型卡车等新下线产品整齐列队。
习近平边走边看，详细了解产品研发、生
产、销售等情况。

走进总装车间，他十分关注员工的
防疫措施。

企业负责人汇报说，他们坚持“戴口
罩、量体温，错峰上下班，全员分餐……”
总书记表示肯定：“防疫措施还是扎实
的。既要抓好复工，同时防控一定不能
松懈，防止反弹，否则前功尽弃。”

总装车间一片忙碌。一个组装工位
前，工人“师傅”把新“徒弟”介绍给总书记：

“他原来装脚踏板，现在学管路链接，我
们注重培养多能员工。总装配生产线有
26个工位，即使有员工受疫情影响无法
上岗，也有多能员工随时顶上去。”

听说企业产品主要销往“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关切询问疫情
对企业影响大不大。

“疫情前，一天平均接六七百个订
单，复工后每天可以接上千单，产销情况
比疫情前还要好一些。”企业负责同志很
自豪。

2月底以来，党中央及时就统筹推
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作出部署，我国复工复产不断提速扩
面，各行业产业链复产达产率不断提高，
在疫情灾难面前，我国经济体现出巨大
的韧性，为这家企业逆势上扬提供了有
力的外部支撑。企业负责人向总书记汇
报，企业产品核心技术基本上靠自主研

发，国产率很高，而且主要销往“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境外疫情蔓延对企业的生
产和销售影响不大。

“这叫把握机遇，化危为机。”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欣慰。他强调，实体经济是我
国经济的命脉所在。在防控疫情中，国有
企业充分发挥了主力军、生力军的作用，
在推动复工复产过程中，国有企业也要发
挥主力军、生力军作用。把国有企业做实
做强做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保障。

总书记从陕汽集团谈到了陕西的发
展：“陕西地处西部地区，在新时代也要
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
气魄。既要抓住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
一路’等重大机遇，又要化危为机，善于
从眼前的危机和挑战中创造机遇，不断
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不
断迈上新的台阶。”

制造业领域的复工复产是整个经济
体系恢复循环的发动机，社会生活领域
复商复市是经济体系恢复循环的助推
器。调研的最后一站，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毗邻大雁塔的大唐不夜城步行街。

华灯初上，曲江流饮、雁塔题文，流
光溢彩，大唐盛景和现代景致交相辉映，
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盛宴。

疫情暴发以来，昔日熙熙攘攘的步
行街，曾一度空荡无人、萧条冷清，现在
又开始热闹起来。沿途游客惊喜发现
总书记来到这里，不禁尽情地欢呼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频频向他们挥手致意。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老字号西安饭
庄。就餐的顾客、跑堂的店员都簇拥过
来。羊肉泡、葫芦鸡、肉夹馍、水盆羊肉、
陕北糜子糕……总书记笑称：“这些是家
乡的味道啊。”习近平总书记说，看到大
家又可以出来品尝美味，看到城市的烟
火味越来越浓了，感到很高兴。他强调，
要在科学防控的前提下，有序推动复商
复市，努力恢复正常生活秩序，让大家早
日过上正常的生活。

步行街两侧，店主们都在翘首期盼
这位特殊的“老乡”。皮影非遗店、唐衣
非遗店、甜品店、土特产店……从大巧若
拙的泥塑、唐风唐韵的古衣到色香俱全
的陕西面食，习近平总书记一路走，一路
看，一一驻足询问，生意怎么样？复工还
有什么困难？

第二天，在听取陕西省委和省政府
工作汇报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
得的积极进展表示肯定。他再次谈到西
迁精神、延安精神，谈到陕西人民独有的
古代秦人那股“拧劲儿”。他强调，重大
的历史进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灾难之
后，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
练、成长起来的。相信西部和西部的广
大干部群众一定会在新时代的历史进程
中为中华民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西安4月24日电）

“坚持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稳就
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
预期工作，全面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
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努
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克服打赢
脱贫攻坚战面临的新挑战，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高
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答好加试题 打赢攻坚战
“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

在持续稳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疫情下扶贫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我们牢记在心。”
陕西省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驻村干部
吴正超说，“今年，在严密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基础上，我们将持续扩大新型
木耳品种的种植规模，把木耳产业发
展得更好。”

新冠肺炎疫情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加试题。疫情期间扶贫产品滞销是扶
贫产业稳定发展的挑战之一，电商平台
直播“带货”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坚定
了我们在农村发展电商、促进扶贫产业
稳定发展的信心。”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
锦屏社区工厂电商直播间主播王秀梅
说。她是多多农园项目在陕西扶持的第
一位新农人。“2月份通过直播销售农产
品很有成效，今年打算让更多农户走进
直播间。”她说。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解
决好贫困群众就业问题至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坚定了我
们大力拓展国内市场的决心。”平利县

康士利毛绒玩具厂负责人洪玉桃说，
今年准备再开两个分厂，扩大贫困劳
动力用工。

乐业才能安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解决好就业问题，才能确保搬迁群众稳
得住、逐步能致富，防止返贫。

目前，云南省昭通市靖安新区安置
了来自彝良县、镇雄县等6县区的3万多
名搬迁群众。新区临时党工委副书记鲁
朝富说：“我们逐户摸排走访，详细了解
贫困群众务工意愿，接下来，我们要通过
对接扶贫车间等方式，提供更多的就业
岗位。”

当好生态卫士 守护绿水青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既是

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希望乡亲们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
茶致富、因茶兴业，脱贫奔小康。

位于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村
的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区，通过“党
支部+龙头企业+贫困户”的模式，带动

100多户贫困户年人均增收千元以上。
“‘高山、绿色、富硒、零污染’的优

势，是我们发展茶产业脱贫的基础。”村
党支部书记罗显平说，下一步，村里将依
托当地的绿水青山，走茶旅融合的路子，
提高茶农收入。

秦岭山脉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秦岭生态环
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履行
好职责，当好秦岭生态卫士。

这番话，让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彭吉廷感触
颇深。这几天，他正忙着祁连山区域植
被恢复、造林绿化，更加感到这份工作沉
甸甸的分量。

祁连山生态破坏问题曾广受关
注。彭吉廷说：“肃南县是甘肃祁连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大的资源主体，是
祁连山生态的卫士。”2017年以来，肃
南县把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作为
最大的政治责任，通过三年攻坚，完成
现场整治任务。如今，肃南县植被覆盖

度持续提升，雪豹、白唇鹿等珍贵野生
动物的种群数量增加。

“下一步，我们要坚持不懈推进祁连
山国家公园建设，久久为功，坚决守护好
祁连山，守护好绿水青山。”彭吉廷说。

真抓实干 冲刺全面小康
“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体制机制，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
强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
当前干部作风建设敲响了警钟。

西安市纪委副书记李红雨说，我们
要牢记秦岭违建别墅问题这个大教训，
以对党、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
神，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摆
上重要位置，履职尽责，真抓实干，当好
秦岭生态卫士。

“作风正，方能事业成。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再次给党员干部绷紧了作

风建设这根弦。”浙江省湖州市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梁雪冬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要求深
有感触。

“抗疫战场也是锤炼作风、提升能力
的练兵场。”梁雪冬说，在此次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大考中，湖州市纪委监委展
开专项督查，对涉及在疫情防控中敷衍
塞责、推诿扯皮等问题严肃追责问责，获
得当地群众的认可。“通过练兵，湖州党
员干部焕发出勇于担当、真抓实干的良
好精气神，党组织战斗力不断增强。”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曾是
远近闻名的贫困县。“为了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县三分之一党员干部常态化坚守
脱贫一线，用过硬作风和务实行动赢得
农牧民信赖。”县委书记格勒多吉说。

“虽然摘帽，但不摘责任。”格勒多
吉说，“理塘县党员干部将牢记总书记
要求，继续以优良作风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