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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2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成都中电熊猫显示
科技有限公司考察，与企
业职工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上接 05 版）村支部书记某色比日说出举措：今年村
里将利用产业扶持周转金帮助贫困户发展养殖业，要购
买 11 头西门塔尔牛、140 只能繁母猪、1600 只鸡，确保群
众有稳定收益。种植业方面，大力推广种植良种良法，通
过“借薯还薯”扶持贫困户人均种植 1 亩青薯 9 号，今年种
植面积将达 800 亩，
预计贫困户人均增收 500 元以上。
说完这些，某色比日看到，总书记脸上露出欣慰的
神色。
村支部副书记洛古有格说的是“共产党员要带头”。
他是土生土长的本村大学生，回家乡办的养殖合作社吸
收了 36 户贫困户。合作社把母猪免费提供给农户，农户将
产下的小猪养大后，收入与合作社七三分成，一家一年能
赚 2000 多元。
“ 今年将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洛古有格
很有信心。
村民说尺阿呷告诉总书记，丈夫做胆结石手术，多亏
了国家的救助政策，自家基本一分钱没出。
“ 党的政策瓦
吉瓦（彝语：好），共产党卡沙沙（彝语：谢谢）！”
村民吉伍尔莫告诉总书记，之前，家里人生了病，总
觉得是有“鬼”作怪，不去看医生。后来在帮扶干部的教育
下养成了爱卫生的习惯，从那以后，家里人生病就少了，
还在村里的卫生评比中得了流动红旗。
总书记接过话说，过去的确是有“鬼”的，愚昧、落后、
贫穷就是“鬼”。这些问题解决了，有文化、讲卫生，过上好
日子，
“鬼”就自然被驱走了。
火塘边，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
与
来自党组织最基层的支部书记，
以及贫困户一起，
讨论热烈。
“总书记要我们扎扎实实把愿景落实，不图虚名，不
搞形式。”党员干部们把这些话记在心里。
重温总书记的谆谆勉励，大家浑身充满干劲。张凌等
驻村干部向记者表示，三河村不脱贫，自己就不离开。

从贫困走向小康
“新产业发展起来了，是个很好的事情”
镜头回放

土坯房也摇摇欲倒。稍近一点，是一栋栋灰瓦白墙的新
居，院里能看到太阳能板和锅盖天线，新居左侧是新建的
牛棚，
右侧有一片白色大棚、一片黑色大棚。
“白色大棚里，试种了 1.7 亩高山错季草莓；黑色的，
试种了 5.1 亩羊肚菌；牛棚里，是 156 头新引进的西门塔
尔肉牛。”火普村第一书记马天给总书记报告，村里希望
通过新品种来革新种养业。
“新产业发展起来了，是个很好的事情。”总书记的回
应让他很受鼓舞。
村庄与产业的变化，
也改变了每个村民的生活。
——房子更美了。
如今的火普村，
几乎家家都住上了新
房，
房里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
大家还看上了电视，
用上了手
机。
之前那种门前一堆肥、
人畜共处的现象，
已不复存在。
——日子更好了。总书记走进吉地尔子家厨房，揭开
锅盖看到的是当地过年“大餐”——苦荞粑粑、腊肉香肠、
煮鸡肉、萝卜炖排骨。一抬头，看到天花板上密密麻麻挂
着的香肠腊肉，
总书记连连点头。
——习惯更好了。穿过厨房是卫生间。吉地尔子的儿
子吉地尔合含笑回忆，总书记看到卫生间里面有淋浴喷
头，问他“现在是天天洗澡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总书
记笑了。马天补充：叠洗被子、坐椅子上吃饭……大家没
有把原先的坏习惯搬进新居。
——风气更好了。在外读书的年轻人每次回村，都能
感受到村里的新变化，办起了幼儿园和夜校，喝酒的人少
了、上夜校的人多了。
阿子约杂没有想到会在村里遇上总书记。听说阿子
约杂是村里的幼儿园老师，总书记特意握着她的手说，
“你们辛苦了，
未来靠你们。”
村里有太多变化，阿子约杂都想告诉总书记：在她回
村任教的 3 年里，孩子们从最初用普通话打招呼都不会、
见陌生人就躲，到如今能主动向叔叔阿姨问好。
“ 用普通
话沟通，是拥抱外面世界的第一步”，她对孩子们的未来
充满希望。

《留客歌》久久回荡

●总书记与吉地尔子亲切握手。此时，吉地尔子才看
“祝大家幸福安康，早日脱贫奔小康”
清，
总书记两鬓已斑白。
这让他鼻子一酸：
“总书记日理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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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累，走过千山万水来看我们，证明他心里有我们。”
●吉地尔子的儿子吉地尔合含笑回忆，总书记看到
●火普村村支书吉色次哈把一件彝族传统服饰——
卫生间里面有淋浴喷头，问他“现在是天天洗澡吗”，得到 白色的查尔瓦送给总书记，
“这个礼物很珍贵”，总书记披
肯定的答复后，总书记笑了。
上查尔瓦，
同乡亲们道别，
现场顿时沸腾了。
距离三河村 20 来公里的解放乡火普村，是总书记当
天视察的第二个地方。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
火普村脱贫了。
得知总书记要来，贫困户吉地尔子头天夜里兴奋得
辗转难眠，凌晨 4 点就翻身起床，打扫院落，烧旺火塘，
“总
书记来了不能冷着”
。
同样是在凌晨，
67 岁的村民约则阿里已摸黑翻过了一
个山坡，
走在赶往村口的山路上，
他想早早地去迎接总书记。
吉地尔子记得，自己对总书记说的第一句话是：
“啊
波波（彝语：啊），喜鹊叫，
贵客到，
总书记您好！”
总书记与吉地尔子亲切握手。
此时，
吉地尔子才看清，
总书记两鬓已斑白。这让他鼻子一酸：
“总书记日理万机，
那么累，
走过千山万水来看我们，
证明他心里有我们。
”
从三河村到火普村，是从颠簸不平的土路，走到了平
整的水泥路。路的变化，正是当地群众与贫困作战，不断
走向小康的缩影。
火普村的水泥路是干部群众一起用汗水“夯成”的。
驻村干部罗衣体告诉记者，2015 年村里的主干道还是土
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为了修路，村里千方百计筹集资
金，全村青壮年劳力齐上阵，日晒雨淋也无一人抱怨。路
通了，火普村的面貌日新月异。
吉地尔子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家位于火普村高处，总
书记站在他家院子里眺望，村庄新貌一览无遗——
最远处，是村庄旧址，不仅面临泥石流等地灾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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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逝，
话短情长。
村干部们事后回忆，当天中午，原本预计总书记离开
的时间一再延后，到了 12 点 40 分，全村男女老幼才依依
不舍地聚在道路两旁，
向总书记告别。
村支部书记吉色次哈排在队伍最前列，他把一件彝
族传统服饰——白色的查尔瓦送给总书记，
“ 感谢总书
记，我们彝家儿女过上好日子、住上好房子了，我代表我
们全村人民，
向您献上代表吉祥的礼物。”
“这个礼物很珍贵”，总书记微笑着披上查尔瓦，同乡
亲们握手道别。
看到这一幕，人群沸腾了。
“ 习总书记卡沙沙（彝语：
感谢）！”
“习总书记库史木撒（彝语：新年好）！”
“习总书记
子莫格尼（彝语：
吉祥如意）！”问候与祝福声，
此起彼伏。
就在这时，不知是谁起头，村民们一遍又一遍唱起了
彝族民歌《留客歌》：
满山花儿在等待
美酒飘香在等待
要是不走不行了
明年今日早早来
……
群山之间，蓝天之下，没有指挥，没有伴奏，清冽的歌
声，
久久回荡，
像是灿烂的阳光，
像是奔涌的春水……
歌声传递着彝族人民对共产党的感激与拥戴，歌声
倾诉着老百姓对人民领袖的热爱和不舍。

这歌声，在山间回荡，更在人们的心间流淌，很多人
唱着唱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擦去泪水，人们一直
在唱着，
跳着……
昭觉县委书记和县长牢牢记住了总书记的叮嘱。歌
声中，总书记走到汽车门前，转身叮嘱他们抓好脱贫攻坚
工作，
“把共产党对老百姓的承诺一一兑现”。县委书记子
克拉格回答：
“我们一定撸起袖子加油干，
不辜负使命。”
“祝大家幸福安康，早日脱贫奔小康！”总书记最后对
村民致以祝福，
上了车，
又回头挥手作别。
村民们的歌声，
直到总书记的车驶出很远，
也没有停。
送别了总书记，吉地尔子跑到自家草莓地里。县里请
来的技术指导孙国全第二天要回家过年，
“ 赶在他走前，
要再学点经验。”在孙国全看来，这里的高山草莓没污染
少虫害，
只要能成功结果，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喔，还真说中了！”孙国全轻轻拨开嫩叶，两颗微微
泛红的草莓，
就躺在叶子下面。

足迹 2
2018 年 2 月 11 日下午 晴
天府新区、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寄望 天府新区腾飞
立春刚过，
兴隆湖畔乍暖还寒。
2 月 11 日 17 时许，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府新区。这
是总书记第一次考察天府新区，也是党的十九大后，总书
记的首次国家级新区之行。
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
要节点，国家寄予厚望，要为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促进
西部地区转型升级、完善国家区域发展格局等发挥示范
和带动作用。
新时代，
如何肩负好新使命？

更高质量描绘新区蓝图
“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
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

“生意兴隆的
‘兴隆’
。”杨林兴回答。
听说以前这里是滞洪区，现在临水营城、兴利除害、
蓄水成湖，形成 3 平方公里的水面，并将环湖 15 平方公里
区域作为科学城的起步区，
总书记微笑点头。
四川天府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任远记
得，在天府新区规划展示厅，让总书记驻足最久的，是天
府新区的规划建设蓝图。
成都市领导汇报，天府新区在规划调整过程中，压缩
了生产空间，
调优了生活空间，
扩大了生态空间。
“四川是地震频发区，规划选址如何处理好避灾问
题？”
“地下管廊能跑车吗？”……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总书
记看得很细也问得很细。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早在去年 3 月全国两会期
间，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就十分关注成都平
原的农村和农业发展。
天府新区的规划展示沙盘上，城市与山水共生，天府
中心、成都科学城、鹿溪智谷……一个个城市组团，沿湖
沿绿而栖，鳞次栉比的高楼与金色的油菜花地、翠绿的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共同搭配出崭新的城乡景致。
“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
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
陆开放经济高地。”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新要求。
12 日，杨林兴已经在谋划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
的工作：
“未来，我们要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地把绘在图纸
上的美好蓝图书写在大地上！”
目睹了总书记考察天府新区的过程，
李红萍的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
“我是天府新区籍田镇人，
这几年，
我见证了新
区一天天的
‘成长’
，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讲述天府新
区的故事。
今天，
我很自豪，
总书记也聆听了我们的故事！
”
李红萍不知道，当天下午总书记一行风尘仆仆，是从
500 公里外的大凉山赶来的。但她记得，天色已暗，总书
记的车队又匆匆驶向调研的下一站。

聚焦自主创新的
“专业”对话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
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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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安全网络展示平台和第二厂房无尘车间，
总书记看得很“专业”，提问也很“专业”——企业的技术
创新优势和竞争力在哪里？生产流水线上的智能化水平
究竟如何？
项目硬件软件国产化率是多少？

夜色降临，位于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经济开发区的
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
迎来了总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府新区规划图前驻足良久，
“四
中电熊猫
8.6
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
是成都市和中
川是地震频发区，规划选址如何处理好避灾问题？”
“地下
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的成果，
是中国电
管廊能跑车吗？”……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总书记看得很
子一号系统工程——新型显示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
细也问得很细。
近年来四川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化项目之一。
●“兴隆湖是哪个
‘兴隆’
？
”
总书记饶有兴致地提问。
“生
公司员工回忆，总书记首先来到企业产品体验中心，
意兴隆的
‘兴隆’
。
”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书记杨林兴回答。
通过大屏幕了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产业布局、战略
定位及四川省、成都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在信息安
12 日，在工作人员李红萍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天府新 全网络展示平台和第二厂房无尘车间，总书记看得很“专
区规划展示厅。
业”，提问也很
“专业”
。
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学军向记
展示厅所在的位置是这片区域的高点，前一天下午，
者还原了他与总书记的一段对话。
总书记站在这里凭栏眺望——
“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和竞争力在哪里？”总书记关
北面：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NOKIA、上海贝
尔、启明星辰等招牌林立；东侧：英特尔股权投资基金、先 切地询问。
孙学军自信回答：项目拥有三大核心技术，首次导入
进微处理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已经启用……其中，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和中国-新西兰猕猴桃联合 五道光罩新型金属氧化物制造工艺，相较传统工艺技术，
生产成本和产品性能上都更具优势，
是中国首条以金属氧
实验室更是总书记亲自促成或揭牌的项目。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书记杨林兴特别向总书记汇报了 化物为核心技术、面向 8K 以上超高分辨率电视市场的液
位于兴隆湖畔的天府新区成都科学城规划建设情况：
已动工 晶面板生产线。
总书记再问，生产流水线上的智能化水平究竟如何？
科技创新载体150万平方米，
引入科技研发单位86家，
引入
两院院士8名、
国家
“千人计划”
和省
“千人计划”
人才152名。 项目这么大，国产化率是多少？相比以前硬件和软件的国
产化水平有没有很大的提升？
（下转 07 版）
“兴隆湖是哪个
‘兴隆’
？”总书记饶有兴致地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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