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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您的嘱托给我们温暖和力量！”
—两会代表委员带来各地人民群众对总书记的心里话

□新华社记者

三月生机盎然，全国两会如约而至。5000
多名来自祖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齐聚
首都北京，沐春风、赴盛会。

他们带来一片热土日新月异的变化、带来
群众身边命运转变的故事，更带来当地百姓对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真情——“总书记，您的嘱
托给我们温暖和力量！”

“总书记和咱老百姓心贴着心”

来北京开会前，全国人大代表、农业专家孙
建设专门抽时间来到他负责技术帮扶的河北阜
平县顾家台村。

村民顾成虎对孙建设说：“听说您要上北京
开大会，我想请您给总书记带个话，我们过上好
日子了，想请总书记再来看看！”

2012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十几
摄氏度的严寒，驱车 300多公里来到太行山深
处，走进了顾成虎家。

在那间四处漏风的屋子里，总书记拉着顾
成虎的手，仔细询问家里的收成、过冬的棉被有
没有、取暖的煤炭够不够。

在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
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向全国发
出脱贫攻坚动员令。

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如春风一般，给困顿
中的顾成虎带来希望，也为这个曾经“山高沟深
龙泉关，石头缝里挣钱难”的穷地方注入生机和
活力。

脱贫攻坚征程中，顾成虎当上了村里的护
林员，全家每年各类收入加起来有 3 万多元。
乡亲们种起了林果、食用菌，还办起了乡村旅
游。2022年底，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十年前
的20多倍。

曾经愁吃愁穿的村民都和顾成虎一样，家
家户户养起了鲜花，村民们的脸上笑容越来越
多了。

“日子越好，我们就越想总书记。”孙建设看
到，说到这里，顾成虎的眼眶湿润了。

从太行深处到黄土高原，从秦岭山间到蜀
道深处，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顶风冒雪、跋山涉
水，只为感知群众冷暖，倾听民众心声。

人民大会堂外，望着天安门广场上高扬的
国旗，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阿布
洛哈村党支部书记吉列子日，不禁想起凉山“小
明星”吉好有果唱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

2018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沿着坡急
沟深的盘山公路，来到昭觉县三河村。

在吉好有果家低矮昏暗的土坯房里，总书
记弯下腰，关切地掀开床褥、摸摸被子，还问家
里吃穿怎么样。

得知当时10岁的小有果喜欢唱歌，总书记
问她：“要不要唱一首啊？”小姑娘爽快地回答：

“要！”话音刚落就唱起《国旗国旗真美丽》。
“国旗国旗真美丽，金星金星照大地，我愿

变朵小红云，飞上蓝天亲亲您。”纯真的歌声打
动了在场的人们。总书记带头鼓掌，称赞她唱
得好，发音很准。

从那以后，唱歌成了小有果最爱的事情之
一。

脱贫攻坚战彻底改变了小有果的命运。
2019年，小有果唱着歌住进了新家。家里有了
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还开起小卖部。

到西昌上学后，吉好有果加入了学校的合
唱团，梦想着长大以后成为一名音乐教师。

此次吉列子日来京，吉好有果发来信息：
“我在课余时间专门学了很多新歌，希望能把现
在的好日子再唱给习爷爷听。”

字里行间的感恩和牵挂，让吉列子日深有
同感。

今年两会，在四川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吉列
子日拿出的三张反映阿布洛哈村蜕变的照片引
起代表们关注。

照片中，2005年，乡亲们住的是破败不堪
的小木屋；2007年，大家住上了土坯房；2020年
通了路的阿布洛哈村建成了楼房，还拥有了活
动室和卫生室。

蝶变岂止发生在阿布洛哈村。在来北京
前，吉列子日专程走访调研了“一步跨千年”的
大凉山各地。

在吉好有果所在的三河村，全村人搬进了
充满彝族特色的新居，特色养殖产业发展蒸蒸
日上；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的“悬崖村”，村
民们踩着 2556级的钢铁“天梯”，搬下“悬崖”，
开启新生活……

“我每到一个村，大家都对我说了几乎同样
的话：共产党瓦吉瓦（好得很），总书记卡沙沙
（谢谢）。这是我们彝族人民共同的心声。”吉列
子日说。

枝叶关情，念兹在兹。百姓的急难愁盼就
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事，人民的幸福生活就
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国之大者”。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文屏
镇中心小学校长甄兰芳的行李箱里，有一瓶产
自鲁甸龙头山的青花椒。这是龙头山镇甘家寨
村民甘正芬老人特意拜托她带上的。

8年多前，6.5级地震突袭云南鲁甸，位于震
中龙头山镇的甘家寨被滑坡体整体掩埋。甘正
芬和老伴儿邹体富痛失家园，住进了受灾群众
异地过渡安置点。

2015年 1月 19日，大寒节气前一天，习近
平总书记走进甘正芬家的帐篷里。

“我记得，总书记就坐在我们的简易床上，
一边说着话，一边摸了摸棉被，问我们‘暖和不
暖和’，又指着帐篷问‘都加厚了？’。”尽管已时
隔多年，当时的每一幕依然深深镌刻在甘正芬
脑海里。

最让甘正芬感动的是，得知老伴儿的手带
着伤，总书记轻轻扶着他的胳膊，关切地询问起
伤情。

那时候，甘正芬一想起灾情就难过，整个人
瘦了快20斤，脑袋一直是蒙的。

“总书记安慰我们说党和政府会给我们建
新房，让我们‘住好、吃好、穿好’，还鼓励我们

‘对今后的美好生活要充满信心’。”甘正芬说。
一诺千金。总书记说的“住好、吃好、穿好”

已经成为现实，甘正芬坚信未来的日子会更好。
甄兰芳代表数年前曾多次到龙头山镇工

作，此次赴京前，她又专门再来龙头山看看。
眼前白墙青瓦的院落，平整的广场，一应俱

全的学校、医院、超市，与曾经泥泞的路面、坍塌
的房屋形成强烈对比，让甄兰芳感慨万千：“龙
头山，早已脱胎换骨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龙头山考察时曾指出“小
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这几年，乡亲们牢记
总书记的嘱托，大力发展花椒产业，家家户户收
入都高了。

“现在龙头山的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
住得好，我想把大家的幸福生活向总书记汇
报，请他放心！”手握那瓶花椒，甄兰芳感到沉
甸甸的。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
身着橘红色工服，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南

“阳光大姐”团队负责人卓长立在代表中格外醒
目。

对于这件陪伴了自己数十年的工装，卓长
立曾有复杂感情。“以前，社会上总认为家政人
员就是‘保姆’，低人一等。但现在我感受到了
这份职业的价值和荣誉感。”

2013年 11月，在济南市外来务工人员综合
服务中心，前来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同窗口单
位工作人员和前来办事的农民工亲切交谈，卓
长立便在其中。

那时，下岗后二次创业的卓长立带领姐妹
们一起从事家政行业。“刚开始，我做这份工作
还有些顾虑，但总书记却说‘家政服务大有可
为’，这让我的心一下子就热乎起来。”

卓长立清晰记得，那天总书记同她握了三
次手。“临行时，总书记已经走下楼梯，又专门回
过头来与我们握手，还叮嘱我要给姐妹们安排
好工作。”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的卓长立再次向习近平总书记当面汇报了“阳
光大姐”发展情况。那天，她特意穿上了自己的
工服。

“总书记说家政业像‘阳光大姐’这个名字
一样，是朝阳产业，鼓励我们把这个互利共赢的
工作做实做好，办成爱心工程。”

总书记的鼓励，坚定了卓长立把家政服务
当成事业来干的决心。

如今，“阳光大姐”已从济南走向全国，家政
服务员队伍发展到 7万多人，规模是 2013年的
3倍多。

更令卓长立感到自豪的是，多名进城务工
人员通过“阳光大姐”在济南买了房、落了户，有
的还入了党、当了劳模。

卓长立这次来京，随身带着一本小册子，里
面是团队里100多位“阳光大姐”向总书记倾诉
的心里话——

“总书记的话说进了我们家政人员的心坎
里”；

“总书记和咱老百姓心贴着心”；
“总书记的鼓励让我们更有底气、更有信

心”；
“总书记把我们带进了新时代，我们更要加

倍努力，成就更好的自己”……

“沿着总书记指的路子走，
好日子在后头呢”

“乡亲们不仅顿顿有肉吃，也告别了土窑
洞，楼房里打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村里产业也
越来越红火。”

两会间隙，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延安市甘泉
县桥镇村党支部书记樊九平打开手机，查阅了
梁家河村民张卫庞发来的短信。

今年 75岁的张卫庞，惦记着要给习近平总
书记捎去自己和乡亲们的近况。

2015年春节前夕，重返梁家河的习近平总
书记在人群中一下认出了张卫庞，像当年那样
拍着他的肩膀，询问他的情况，还专门上山看了
张卫庞的苹果园。

在预定的考察行程中，没有安排去果园。
当时工作人员说上山路很窄。总书记说走慢一
点，慢慢走。

看了果园，总书记高兴地说，“哎呀，卫庞，
你发了吧。”

回想起当年插队时乡亲们受苦受累种的农
作物亩产只有几十斤，总书记非常感慨，叮嘱大
家：“一定要坚定地把苹果产业抓下去。”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2019年 5月，延安告
别绝对贫困，梁家河的乡亲们从苹果树上“摘
下”小康生活，吃上了“产业饭”“旅游饭”。

“扶一把老百姓特别是农民”“让农民挑上
‘金扁担’”，这是年轻的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
就坚定的信念。

“这个‘金扁担’，我就理解为农业现代化。”
总书记一语中的。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来到延安，走进南沟村的苹果园。当年抡
起老锄头干活，广种薄收，而今筑水坝、搞滴灌
和精细化管理，苹果“金扁担”挑起了乡亲们的
幸福生活。

在南沟村，总书记对乡亲们说：“这就是农
业现代化，你们找到了合适的产业发展方向。”

放眼中华大地，安吉白茶、五常大米、赣南
脐橙……一项项产业蓬勃发展，乡村振兴画卷
正在希望的田野上铺展。

“全国每生产 9 个苹果，就有 1 个来自延
安。鲜甜可口的延安苹果已经四次被带上太
空。”提及延安的“苹果经”，樊九平嘴角止不住
上扬。他说，现在老乡们不仅卖苹果，还卖风
景、卖体验，乡村振兴的产业链越拉越长。

“‘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我们相信，
沿着总书记指的路子走，好日子在后头呢。”樊
九平乐呵呵地说。

红色热土演绎发展脉动，绿色生态绘就发
展底色。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青海海北州门源
县第二寄宿制初级中学教师郭金萍，带来了“大
萌猫”的最新进展——

“除了雪豹和荒漠猫，近期还监测到了岩
羊、猞猁、马麝等野生动物。生态管护更严了，
绿水青山回归了。”郭金萍代表想把青海生态的
欣喜变化告诉习近平总书记。

2021年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现场，十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孔庆菊拿出的两张“大萌猫”
照片，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

一张是漫步在草丛中的荒漠猫，另一张是
行走在树丛中的雪豹。

“以前很少见的珍稀物种，现在频频现身
了。”孔庆菊以此佐证，讲述生态环境的变化。

“这说明生态保护见效了。”习近平总书记
凝视照片，频频点头，“特别是大家的生态保护
意识也增强了，看到了生态本身的经济价值。”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在
总书记心中，青海对国家生态安全、民族永续发
展负有重大责任。

遵循指引，牢记嘱托，青海把生态答卷写在
青山绿水间。

这次来京之前，郭金萍和同样扎根在门源
县教育一线的孔庆菊，一起驱车前往祁连山国
家公园老虎沟管护站调研。

成群的狍子、岩羊、赤麻鸭……沿途所见之
景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良好成效。

放眼全国，一个个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的故事，诠释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磅礴伟力，
汇聚着中国之美的动人景致。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美术教师，郭金萍代
表的手机相册里，储存着这些年自己创作的秀
美彩墨画：雪豹、草原、山川、林场……

此次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
议时强调：“我们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
搞不好就不是‘金山银山’，反而成了亏钱买卖。”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一定是‘绿意盎然’的。我要用手中的画
笔，描绘出更多美丽中国新画卷！”郭金萍自豪
地说。

征途漫漫，事业远大。一个个闪光理念，指
引中国沿着正确道路砥砺前行。

首次参加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
长宁区虹桥街道荣华居民区党总支第一书记盛
弘既紧张又激动。

这是她第三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
2019年 11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

考察。在古北市民中心，盛弘记得，当时的掌声
一波接一波。

其中，从立法意见征询会现场传出的掌声
尤为热烈。总书记在那里指出，“我们走的是一
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
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我们在基层的尝试和实践，和总书记提出
的重大理念相连，这怎能不让人激动！”盛弘说。

202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作为“全国优秀
党务工作者”的盛弘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

“当总书记讲到新的征程上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要鼓掌。”盛弘说，那
一刻，自己更加坚定了在基层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
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
问题的。

作为基层工作者，盛弘认为，全过程人民民
主要靠“融”，大家一起商量着，让社区向着更好
的方向发展。

“代表‘沉下去’，民意‘聚起来’。”盛弘相
信，在总书记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走
深走实，人民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明天会越来
越好。

横断山脉深处，进藏“天路”会战正酣。
全国人大代表、中铁二院副总工程师喻渝

带来了建设一线的最新喜讯——川藏铁路雅安
至林芝段桥梁和隧道已全部开工建设。

川藏铁路，这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程中的标志性工程”，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有
着很重的分量。从谋划部署到推动建设，总书
记倾注大量心血。

2021年 7月，在西藏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实地察看川藏铁路沿线建设情况。

在雅安到林芝段的展板前，总书记拿起一
块标注着“约10亿年”的花岗岩，细细端详。

“最难的是遇到哪种岩石？”
“泥岩。施工怕软不怕硬。但现在机械化

程度今非昔比，都是我们自己的技术。”
“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总书记肯定

他们说，“你们规划很科学，全路段在推进，看了
很振奋。”

喻渝对总书记这段话记忆犹新，“总书记手
上那块花岗岩，正是我们团队克服千难万险，从
海拔3668米的隧道山顶实施2118.88米钻孔中
岩芯的一段。”

此次考察，总书记由川藏线放眼西部边疆

铁路网建设，勾绘现代化建设的“交通工笔画”。
“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迎难而上、敢为

人先，坚决把这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程中的标志性工程建成建好。”喻渝信心满满。

高擎真理火炬，方能洞见前路。沿着习近
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更美好的图景
必将在华夏大地上渐次铺展。

“有总书记作主心骨，我们心
里很踏实”

薄如蝉翼，刚柔并济。
一片薄薄的“手撕钢”，就放在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董事长盛更红的文件袋
里。

“这是总书记挂心的‘绕指柔’，我们一直牢
记他的嘱托，不断创新、不停突破。”今年两会前
夕，“85后”技术员廖席将一片“手撕钢”交给盛
更红，委托他带到北京，带到两会现场。

2017年、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太
钢集团考察调研。

第一次考察时，廖席正在进行新项目“手撕
钢”的艰难探索，平均每两天失败一次。

“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也是
高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我们要奋起直追、迎头
赶上。”总书记语重心长。

从那时起，企业科研团队卧薪尝胆，经过
700多次试验，攻克 400多项工艺难题，逐步登
顶世界领先水平。

三年后，太钢华丽转身，全球最薄“手撕钢”
供不应求。

看到总书记步入生产车间时，廖席紧张又
兴奋。

拿起一片厚度仅 0.02毫米的“手撕钢”，总
书记轻轻扭折了一下，称赞说：“百炼钢做成了
绕指柔。”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在高端制造业科技创
新上不断勇攀高峰，在支撑先进制造业方面迈
出新的更大步伐。”总书记的殷切寄语，让所有
科技攻关人员更感责任在肩。

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就是抢占未来发展
制高点。

薄如“手撕钢”，快如“复兴号”，高至“嫦娥”
揽月，深如“奋斗者”号探海……一个个自主创
新打破技术封锁，一步步推动发展的独立性、自
主性、安全性不断提升。

现如今，太钢生产的“手撕钢”厚度已达
0.015毫米，此次盛更红带来北京的正是这种最
新产品。

“总书记在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盛更红说，总书记的话语更加
坚定了我们攻克核心技术难题、加快创新突破
的信心。

“大家都托我向总书记报告‘手撕钢’又薄
了的好消息。”这位目前全球唯一可批量生产宽
幅超薄不锈钢精密箔材企业的负责人，话语里
满是自豪，“从传统钢论吨卖到尖端钢论克卖，
太钢的华丽转身，正是因为坚持了总书记强调
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大国崛起，科技为先；大疫当前，人民至上。
3月 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隆重开

幕。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内，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望着主席台上总书记的身影，全国人大代
表、湖北孝感市社会福利和医疗康复中心主任
谢志斌用力鼓掌。

这是他第二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
是 2020年 9月 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会前合影留念时，数千人站成一个大弧
形，湖北代表团位于队伍的中间。不一会儿，总
书记走进会场，频频挥手，向各个方向致意。

“看到总书记来了，在场的很多医务工作者
都眼含热泪，有的人大声喊道‘总书记好’！”谢
志斌说，那一刻大家都真情流露，激动的心情难
以言喻。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中国伟大抗
疫斗争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共产党对14亿多
人民的庄严承诺。

3年来，尽管身份岗位发生变化，谢志斌始
终坚守在抗疫一线：从疫情暴发之初坚守临床
救治一线89天，到不分日夜部署核酸检测工作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再到做好社会福利院受
感染老人的监护治疗工作……

“谢谢！”是这些年大家对他说得最多的话。
“我们最该感谢的是总书记，决胜大战大

考，总书记是我们的主心骨！”谢志斌说，中国这
样一个人口大国，能做到新冠病亡率保持在全
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关
键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疫情
形势的重大判断、对防控工作的重大决策、对防
控策略的重大调整完全正确。

“无论疫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医务工作者
一定会牢记总书记嘱托，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
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
服务。”谢志斌坚定地说。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发展与安全，从来都
不是选择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技能大师
赵琢萍肩负着老朋友黄利民交代的“任务”——

“请您替我们向总书记报告，胜利油田莱深斜 2
井钻至5336米，已经顺利完钻，实现了我国深层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领域又一重大突破。”

（下转第七版）

这是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河村拍摄的村民聚居点（2022年4月21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