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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半年大雪封山的大山深

处，搭建通信基站的危险性和成本难以
想象，维护的难度更大。

“我们当时说，世界上不会有任何
一家商业公司去做这种毫无性价比的
事，只有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
有这样的决心！”土生土长的独龙族人、
中国移动云南公司贡山分公司副总经
理马春海说。

他和乡亲们二话没说，身背肩扛、
顶风冒雪，穿行在滑坡不断的山路上，
身旁就是不见底的悬崖，终于架设起了
一个个通信基站。

“没有总书记对民生的重视和‘一
个民族都不能少’的真情，就没有独龙
江的今天。”每次看到大山里那些云遮
雾绕的通信基站，马春海都由衷地赞
叹，“脱贫攻坚是伟大的事，总书记是伟
大的人。”

2019年的这封信，让乡亲们最开心
最难忘。

“你们乡党委来信说，去年独龙族
实现了整族脱贫，乡亲们日子越过越
好。得知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向你们
表示衷心的祝贺……”

乡干部分别用普通话和独龙语宣
读这封回信时，一次次被乡亲们欢呼
声、掌声打断。

在独龙江乡，家家户户悬挂着习近平
总书记会见贡山县干部群众代表的照
片，处处可见总书记那些“金句”标语。
文面女广场上，总书记与乡亲们书信
往来、坐在一起的巨幅喷绘，远远就能
看见。

独龙江人还将这份心意转化成了
歌声。马正山用手机打开视频，放起
那首群众自创的歌曲《幸福不忘共产
党》：

“公路通到独龙江，公路弯弯绕雪
山，汽车进来喜洋洋，独龙人民笑开
颜。啊哟啦哟……哟哟哟……党的政
策就是好，幸福不忘共产党……”

这10年，这位每年都深入最偏远
农村，经常出现在最贫困群众身边“人
民的勤务员”，就像他所说的那样——

“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
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
兴。”

这是一段发生在两会上的“超长”
对话。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来到
青海代表团。贵德县大史家村党委书
记毕生忠发言时，总书记不时插话：“政
府给你们补贴了吗？”“你们现在都种什
么庄稼？”“去年牛羊肉价格降了
吧？”……

5分钟过去了，毕生忠发现总书记
问起的并不是他准备好的那些“大政
策”，而是百姓身边“细微事”。

20分钟，这位当了16年“村官”的
汉子越说越轻快，越说越开心。

那句萦绕在毕生忠心头很久的话，
终于脱口而出：

“我们那里的老百姓把您……怎么
说呢？喜欢得不得了！”

“至暗时刻我们勇毅前
行，只因坚信领路人；风吹浪
打我们岿然不动，只因紧靠
主心骨”

刚跑完冬奥会火炬手的赛道，74
岁的张伯礼又“跑”进了全国两会的

“议事厅”。
当了15年全国人大代表，他依然

步履不停：10份议案和建议，不少涉及
防疫抗疫。他还有个想法，要总结形成
一份全面系统的抗疫经验报告，“具有
史料价值”。

“晓飞江城疾，疫茫伴心悌”。2020
年1月下旬，年过七旬的张伯礼受命飞
赴武汉抗疫最前线，飞机上，他写下了
这样的诗句。

在大疫来袭的危急关头，习近平
总书记审时度势，果断作出了关闭离汉
通道的重大决策。“总书记的这一重大
决策，充分显示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政治
担当和政治勇气。”张伯礼说。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英雄。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上下同心战疫魔，“雷神”“火神”震
全球，复工复产保民生，武汉“挺”过来
了！

回望那段风云激荡的日子，张伯礼
感慨万千：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键决断、镇定
指挥，是举国上下同疫魔较量的动力
源泉。正是因为有了总书记的力挽狂
澜，华夏儿女才能面对世纪疫情而奋
勇前行。总书记是主心骨，更是领航
人！”

今年两会，湖北十堰市太和医院党
委书记罗杰代表带来的每一条关于人
民健康的建议，都贯穿着“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理念。

总书记同他曾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的审议现场，就加强基层医疗
卫生体系建设，有过一番深入的交流。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2020年5月22日，罗杰在“代表通

道”接受了媒体采访。24日，罗杰在湖
北代表团审议时发言，刚一开口，习近平
总书记就认出了他。

“十堰这次一共有多少确诊病例？”
“病亡率多少？”
“你们医院在传染病方面医护人员

有多少？”
……
总书记听得仔细、问得用心，罗杰

更是记了满满两页笔记。
他在笔记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总书记

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至高位
置。我们基层医务工作者要把“生命至
上”落实到每一次救治生命过程中。

守护人民健康，要迅速织牢“防护
网”。去年，太和医院参与成立了湖北
首家医防协同中心，实现了医疗机构和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有效衔接。

“至暗时刻我们勇毅前行，只因坚
信领路人；风吹浪打我们岿然不动，只
因紧靠主心骨。”罗杰盼着总书记能再
回湖北看一看。

同样是那次代表团审议上，禹诚代
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带来了武汉人民的
心里话。

“总书记，您到湖北考察时说，武汉
人民喜欢吃活鱼，要多组织供应。不到
一个星期，活鱼就送到了我们社区。”禹
诚说，“有位80多岁的廖大爷激动地
说，没想到这么严重的疫情，还能吃到
鲜活的鱼，谢谢党、谢谢政府。”

讲到动情处，禹诚哽咽了。她从座
位上站起身来深深鞠了一躬：“来之前，
大家委托我一定要说一声‘谢谢’！感
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感谢所有支持
湖北和武汉的全国人民和各界朋友
们！”

如今，站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的讲
台上，禹诚经常向学生们讲起和总书记
交流的这段往事。“我希望更多学生了
解那段历史，让他们带着总书记的深情
关怀，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奔跑。”

“自疫情暴发以来，我一共参与了
11 个省、20 场重大社区疫情防控工
作。”

今年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首场“委员通道”上，首都医科大学全科
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吴浩委员说，
我国目前采取“动态清零”是最有效、最
负责任的做法，我们以最小的社会成
本，获得了最大的效益。

去年的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
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
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吴浩正是当
天联组会上发言的7位委员之一。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再
次证明，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
略。”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令吴浩深
有感触。

从湖北武汉、辽宁营口，到广东、江
苏……吴浩一直奔波在战“疫”的道路
上：“我们打出了一场有中国特色的、教
科书般的社区防控战役！”

去年5月28日，在第74届世界卫
生大会上，吴浩被世界卫生组织授予了

“笹川卫生奖”。这一奖项全球去年仅
授予两人。

“其实最应该感谢的是总书记。”吴

浩说，正是总书记领导的中国以保护人
民生命安全和人民健康的高度负责任
态度，通过积极、高效、公开、透明的防
疫举措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才有了世界
对中国基层卫生工作者的认可。

这一年，吴浩也从北京方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一名专科医生、疾控专
家，变成一位教育工作者，站上了全科
医学的三尺讲台。

两会前，学生们对吴浩说，希望捎
给习近平总书记一句话：“我们会牢记
总书记的教诲，好好学习，做能够解决
老百姓小病的‘大医生’。”

“您是全国人民的福星。
这些年，咱们共产党在人民
群众中的威信又回来了”

两会间隙，来自江苏镇江的全国人
大代表聂永平接通了一个特别的电
话。电话那头的人名叫崔荣海。

“你是我们镇江的代表，我想托你
给总书记带句话——您是全国人民的
福星。这些年，咱们共产党在人民群众
中的威信又回来了”

崔荣海提出这番嘱托，是因为这位
农村老党员与总书记有段特别的缘分。

那是2014年年末，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江苏调研。

在镇江市世业镇永茂圩自然村，有
着50多年党龄的崔荣海握着总书记的
手，激动地说：“总书记，您好！您是全
国人民的福星！”

正是在这次江苏之行，习近平总书记
第一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首次阐
释“四个全面”。

总书记当时回答：“不辜负全国人
民的期望。”

近8年过去，如今已80多岁的崔荣
海身体还不错。他说，他最近最爱看的
是电视专题片《零容忍》。

“请客送礼没人管，公款吃喝无人
问。”说起过去，这位老党员痛心，“我们
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严重影响。没
有习近平总书记抓全面从严治党，哪会
有这样大的反腐力度？”

说起现在，崔荣海倍感骄傲：“对腐
败零容忍，总书记没有辜负人民的期
望！”

“我们这么强力反腐，对腐败采取
零容忍的态度，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
赢得党心民心。”总书记言出必行，老百
姓拍手称快。

全面从严治党，一直是总书记在全
国两会上的重大关切。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参加安徽代表团
审议。

这次审议中，他第一次提出“三严
三实”。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
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
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2014年的滁州，连续两任市委书
记落马，人心不稳。滁州市下了一番硬
功夫，将‘三严三实’落实到各项工作
中。”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滁州市委书
记许继伟介绍说，全国有名的滁州小岗
村，就在全市率先出台了小微权力清
单，村级项目资金管理和其他权力的运
用都在村民监督下进行。村民感受到
风气一新，人人点赞。

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
徽调研。在小岗村，看到村民们用上了
自来水，通上了宽带，公共服务进入社
区，生活环境干净整洁，他高兴地说：

“实践证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
讲常新。”

许继伟说，今年两会前，他到小岗
村调研。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告诉他：

“许书记，您多把小岗的新故事说给总
书记，请他放心，他来过的小岗更美了、
更和谐了、人心更齐了！”

“随着政治生态愈加风清气正，广
大人民群众和企业家积极投身建设事
业。”许继伟感慨，“全面从严治党改变
了滁州。”

从2015年在江西代表团提出“深
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到2017年在辽宁
代表团谈形成良好政治生态，再到在内

蒙古代表团对涉煤腐败问题查处作出
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
会上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为了
人民期盼的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作为一名村干部，我最直接的感
受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书记的
领导下，基层党员干部说话大伙更相
信、更愿意听了！”全国人大代表、辽宁
喀左县水泉村党支部书记唐廷波说。

唐廷波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水
泉村是市级贫困村。村集体靠着租赁
土地等有限的经济来源，一年到头，收
入仅有两万元左右。

贫困村里多计较，一点点小事，就
会惹得兄弟阋墙、怨声载道。唐廷波不
仅需要带着村民探寻脱贫之路，也渴望
找到安心之策。

2017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辽宁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语重心长地指
出，要“真正把忠诚党和人民事业，做人
堂堂正正，干事干干净净的干部选拔出
来”“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这几年，唐廷波亲身感受到，随着
反腐高压态势不断加强，村干部脑袋里
拒腐防变的弦越绷越紧。

“现在我所了解的村，严格执行‘四
议两公开’，民不民主、公不公平一目了
然。村干部的威信就立起来了。”

良好的干部形象，带来的是心齐气
顺、安居乐业。唐廷波说：“就拿我们村
举例，过去忙，是忙调解矛盾、忙处理问
题；现在忙，却是忙着发展、忙着进步。
全村上下都有获得感。大伙儿都说，
总书记抓全面从严治党真是抓对了！”

“总书记让我们中国人
长了志气、骨气、底气”

来北京开全国两会，“90后”农民工
代表邹彬随身带着一套工装。

每天和砖块、水泥打交道，工装是
他最基本的“装备”，也承载着他的职业
自豪。

“这两年，总书记鼓励的话总在我
耳边回响，鞭策我当好‘农民工状元’。
我要感谢总书记，感谢这么好的时代！”
邹彬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芒。

邹彬出生在湖南新化的一个小山
村，16岁辍学后就跟随父亲来到建筑工
地，成为当时2亿多农民工中的一员。
凭借吃苦耐劳和勤学苦练，邹彬的砌墙
技艺成了他所在的中建五局的标杆。
20岁那年，他代表中国参加第43届世
界技能大赛，作为唯一取得砌筑项目参
赛资格的中国选手，赢得了该项比赛优
胜奖，实现中国在砌筑项目“零”的突
破。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湖南省长沙市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
谈会，邹彬作为代表之一，与总书记进
行了面对面交流。

“当时总书记就坐在我正对面，他
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邹彬说，
总书记的关心和鼓励，更坚定了他做

“工匠”的决心！
近两年，他常常受邀去一些技能学

校和建筑单位宣讲，总会把总书记的这
番鼓励与大家分享，大家都很受鼓舞。

大国崛起，科技为先。
中国高技术企业和高技术产业日

益壮大、不断赶超，西方国家的限制、打
压也接踵而至。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是企业的‘命门’所在。只有掌握核心
技术，才能拥有话语权，我们不能在别
人的院子里盖大楼！”科大讯飞董事长
刘庆峰代表说，我们迅速组建“卡脖子”
技术攻坚团队，主攻人工智能五大方
向。

“从跟随到被限制，再到突破，我们
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
方向在前进。”言语间，刘庆峰满是自
豪，“总书记让我们中国人长了志气、骨
气、底气。中国高技术产业一定能奋力
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在持续遭受无理打压，尤其高端芯
片断供情况下，2021年华为公司的消费
端业务大幅下滑。

但华为咬紧牙关、逆势而为。截至
2021年底，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华为设

备已突破2.2亿台，华为自研的自动驾
驶、智能座舱等产品实现量产搭载……

创业前8年，亏损了8年，这曾让全
国人大代表、猪八戒网创始人朱明跃感
叹：“创业比西天取经还难！”

他带领年轻的团队9次把产品推倒
重来，直到完成第10次产品创新，才实
现了用户大幅增长。

2018年3月10日上午，在习近平
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朱明跃向总书记介
绍了创办人才共享平台的情况。

“总书记听得很认真，问得也很细，
并勉励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有如我们先人所讲，要苟日新、日日新，
要天行健、自强不息。”朱明跃说，“总书记
的话，一直激励着我们前行。”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骤然来
袭，平台及创业者都举步维艰，朱明跃
的公司账上资金只够发3个月的员工工
资。

关键时刻，朱明跃牢记总书记嘱
托，带领团队创新业务模式，在疫情危
机中捕获了发展新机，众多创业者的梦
想也得以延续。

“当下年轻人的创新创业环境已今
非昔比。他们常说，总书记和他所领导
的这个国家，就是他们勇于尝试、不怕
失败的底气。有了这个底气，就一定能
在创业的道路上，走得更坚定、更自信、
更从容。”朱明跃说。

“如果总书记再到我们
村里，我一定用双手、竖两个
大拇指给总书记点赞”

想起两年多前在家乡见到习近平
总书记的场景，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
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总支
书记赵会杰依然十分激动。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内蒙
古代表团审议时，赵会杰和总书记面对
面交流，并热情邀请总书记到小庙子村
走一走看一看。

转过年来的7月，总书记来到内蒙
古赤峰考察，专门请赵会杰来参加座
谈：“你的邀请我一直记在心上，今天我
履约而来，就是要实地看看乡亲们的生
产生活情况。”

那一刻，赵会杰止不住热泪盈眶。
2017年全国两会，习近平在参加四

川代表团审议时说，全国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我绝大多数去过了，还没有走到
的吕梁和凉山会尽快去。三个多月后，
习近平到山西考察，专程前往吕梁山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调研……

“总书记心里有人民，他总把人民
说的每一件事都放在心上，当成最重要
的事。”赵会杰感慨道。

“我们党要做到长期执政，就必须
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
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
同舟、同甘共苦。”习近平总书记言出必
行。

走过沟壑纵横的高原路，走过坡急
沟深的盘山路，走过覆满冰雪的乡村
路，走过滚滚麦浪的田间路……行在

“履约”路上的习近平总书记星夜兼程、
初心不变。

1975年，在陕北梁家河任大队党支
部书记的习近平即将结束7年知青生
活，赶赴北京深造的那天，全村人排起
长队为他送行，很多人流下了不舍的眼
泪。

一个乡亲们送给习近平的镶着“贫
下中农的好书记”的镜框，是无声的赞
誉，更是情感的吐露。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离开陕
北，习近平始终惦记着父老乡亲，先后
帮村里通了电、修了桥、翻建了小学。
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他还专程回到梁家
河挨家挨户探望。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的朴素愿

望，“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
任”的坚定决心，“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的深情告白……

从梁家河到正定，从福建到浙江、
上海、北京，再到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总书记

的人民情怀始终如一。
“这两年，我们村里有个‘老光棍’

终于结了婚，听说我要来北京，让我一
定向总书记报告这个好消息。”全国人
大代表、河北灵寿县车谷砣村党支部书
记陈春芳说。

山高路远、土地贫瘠，太行山脚下
的车谷砣村一度被称作“恶水穷山”，甚
至一度有“好女不嫁车谷砣”的说法。

借着好政策的春风，车谷砣村靠着
发展生态旅游等产业摘掉了穷帽，走上
了小康之路。曾经的“恶水穷山”，变成
了“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村里人都说，是习近平总书记带
领我们过上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好日
子。”陈春芳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刚
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发出
掷地有声的宣示。

从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在中华大
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一项项重大
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落地见效，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十年沧桑巨变，最好的答卷是人民
的笑脸。

来自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农民工代
表黄久生，来北京时肩负着一位老人交
代给他的“任务”：“有机会了，一定代我
给总书记回声好。”

老人名叫晏传忠。2019年全国两
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
团审议时，黄久生向总书记讲述了晏传
忠老人一家靠外出打工脱贫的故事。

他向总书记转达了老人的心里话：
“总书记十九大报告讲了3个多小时，我
是站着听完报告的，我如果不站着听
完，我就感觉对不起总书记……”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没上过学
的农民，对总书记、对我们党这么深厚
的感情……”讲完故事的黄久生忍不住
哽咽。

“你回去向这位同志转达我的问
候！”习近平总书记温暖回应。

总书记的问候，黄久生第一时间就
打电话转达给了晏传忠老人。电话这
头他兴奋地讲述，电话那头的老人感动
不已。

对于老人的心情，黄久生最能理
解：“党带领我们脱贫致富，心里咋能不
感激？总书记工作那么忙，心里还挂念
着农民工兄弟，我们咋能不激动……”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
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未来的发展
路上，我们还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
战。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飞鹤乳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冷友斌说，无论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是应对复杂
国际局势，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的掌
舵领航、举旗定向。

人间三月天，春光正当时。
井冈山深处，茅坪镇神山村的村民

们有晒腊肉的习俗。因新冠疫情，当地
旅游受一些影响。但去年冬天以来，办
农家乐的家家户户还是准备几百斤肉，
晒腊肉的情景颇为壮观。

“从晒腊肉可以看得出，乡亲们对
今年的乡村旅游信心满满。”全国人大
代表、神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左香云说。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神山村
考察时，老支书彭水生质朴地竖起一
个大拇指，赞扬总书记“你呀，干得不
错嘞”。

几年时间过去，神山村这个曾经边
远闭塞的贫困村，80%的村民参与乡村
旅游，开民宿、办农家乐。村民说：“在
家门口就能挣钱，这都是总书记给我们
带来的人气、福气、财气！”

今年已经 81 岁的彭水生身体硬
朗，常给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讲村里
变化。

左香云赴北京开两会前夕，彭水生
多次找到他：“请你告诉总书记，如果
总书记再到我们村里，我一定用双手、
竖两个大拇指给总书记点赞！”

（记者林晖、熊争艳、屈婷、杨玉华、
何宗渝、孙奕、施雨岑、孙少龙、王鹏、
徐壮）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总书记，乡亲们非常想念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