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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75年风风雨雨的联合国，又迎来一个历

史性的时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联

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此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

大流行，把世界加速推向了新的十字路口。团结

还是分裂？合作还是对抗？共担责任还是诿过他

人？人类面临关键抉择。

于危机中洞悉未来，在迷雾中指引航向。世

界期待联合国讲坛上的中国声音。

“我们支持国际社会以此为契机，重申
对多边主义承诺”

9月15日拉开帷幕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是

在特殊时期举行的一次联合国大会——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每天还有数十万

人新增确诊、数千人在同病毒的搏斗中失去生命。

当“退群”“毁约”愈演愈烈、“甩锅”“推责”不

停不休，人们需要一个怎样的联合国？

3月12日晚，习近平主席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通话中宣示中国主张——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我们支持国际社

会以此为契机，重申对多边主义承诺，加强和完善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下转第八版）

“ 团 结 合 作 才 是 人 间 正 道 ”
——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出席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之际

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郑明达 潘洁 成欣

湖湘大地，孕育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经世致用、兼收并蓄的精神特质，谱写过感天

动地的英雄壮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赴湖南考察调研，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

文化，并在长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当

面听取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对“十四五”规划编

制的意见和建议。

他指出，我们即将胜利完成“十三五”规

划主要目标任务，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从党的光辉历

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站稳人民立

场，不忘初心使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紧紧

依靠人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不忘人民

“今天，我不远千里从北京到这里来看望

乡亲们，也是来受教育。”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

族村，罗霄山脉南段一个瑶族村落。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此地，3名红

军女战士借宿村民徐解秀家中，临走时把仅

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她，也留下了一

段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

2016年 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起了这个故事，

“当时我在讲的时候，就深受感动”。

又是一个秋雨纷飞的日子。

9月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一到湖南，

直接赶往沙洲瑶族村，首先考察了“半条被子

的温暖”专题陈列馆。

在展现红军女战士剪被子送村民情景的

雕像前，习近平总书记久久驻足。讲解员告

诉总书记，当年临别时，红军女战士对徐解秀

说，等革命胜利了再来看她，送她一条新被

子。但徐解秀一等就是几十年，再也没有等

到她们回来……

“最后这3名红军女战士有没有找到下

落？”总书记问。

讲解员介绍，上世纪80年代“半条被子”

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邓颖超、蔡畅、康克清

等老同志在全国展开了寻找3位红军女战士

的活动，可惜没有找到她们的下落。

展柜里陈列着邓颖超等老同志托人给徐

解秀送来的一条新被子。被子送到村里时，

徐解秀老人刚过世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端详。

“‘半条被子’的故事，代表了我们党的初

心，体现了党的为民本色。”总书记深有感触

地说，“红军在自己缺吃少穿、生死攸关的情

况下，心里还是想着老百姓的冷暖。一枝一

叶总关情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队伍，我

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的感情就是共用一条被

子的感情。”

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徐解秀的孙子朱

小红家中看望。

这是一座崭新的三层小楼，门前挂着“沙

洲土菜馆”的招牌。

“总书记，这几年我们沙洲的变化，真是

翻天覆地。”邀请总书记在客厅坐下，朱小红

讲起自家的幸福生活：

依托沙洲景区办起了农家乐，家里的土

菜馆由他爱人经营，每天都有两三桌客人；自

己和女儿在景区工作，都有固定收入；家里还

种了3亩地水果……日子越过越红火！

“过去红军给了我们半条被子，现在党给

我们带来了幸福日子。”朴实的话语道出了真

诚的心声。

“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十分欣慰。3

名红军女战士也可以含笑九泉了。”望着幸福

的一家人，总书记说，“你们家的变化也说明

一个道理，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民服务，承诺

了就要兑现。让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走上

小康幸福路，我们说到做到，一定会坚定不移

走下去，践行党的誓言和诺言。”

骤雨初歇，沙洲村里，崭新的农舍鳞次栉

比，远处青山云雾缭绕。

2018年沙洲瑶族村实现整体脱贫，2019

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13840元。红色旅游、

绿色山水、特色产业，在这里绘就一幅安居乐

业的美好图景。

红色基因，依然在绿水青山间代代相传。

走进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四年级教

室，孩子们正在班主任指导下重温红军血战

湘江的故事，黑板上写着“讲长征故事 做时

代新人”。

“同学们，你们还知道哪些长征故事，可

以和习爷爷分享一下吗？”老师话音刚落，一

只只小手齐刷刷举起来。

“半条被子”“草地夜行”“红军鞋”“丰

碑”……

“丰碑是什么故事？”总书记问。

“红军行军途中，将军看到一位老战士冻

僵了，老战士的衣服薄薄的，将军想去找军需

处长问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一个战士告诉

将军，老战士就是军需处长。将军听了向老

战士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一名男同学

站起来回答。 （下转第八版）

坚守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并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纪实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近年来，为了加快发
展先进装备制造业，促进
农机企业聚集，舒兰市经
济开发区大力推进孵化器
建设。他们引进的瑞丰重
工现代农机装备制造项目
今年前 3 季度产值超过
5000万元。图为工人正在
组装农机。

本报记者 丁研 摄

在奋斗中实现自我价值，在拼搏中探寻

幸福生活。

近年来，我省轨道装备制造业迎来发展的

光彩盛年，在中车长客工作生活的青年们也搭乘

时代的快车，用智慧与汗水浇筑过硬的本领，如

今他们不仅日渐成长为行业发展的中流砥柱，而

且使得个人的梦想得以实现，生活充实而美满。

姚智慧：平凡中耕耘出不凡

2015年7月，在习近平总书记到中车长

客高速基地视察后，企业高速动车组制造中

心装配一车间女工姚智慧一度成为“焦点”人

物，她在总书记面前展示的“端子排线接线工

艺文件一口清”也成了车间的招牌“节目”。

5年不算长，姚智慧看起来跟之前没什么

变化，依然年轻且充满活力；5年不算短，这5

年她不断充实自己，已经从普通的接线工成

长为高级工人技师。

姚智慧告诉记者，让她“成名”的工艺文件

“一口清”是所有一线工人必须掌握的理论知

识，是每个新入职的工人必备的看家本领。

“接线工”这个职位听起来普普通通，可

实际上这份工作的分量并不轻。2011年，姚

智慧刚入职时，公司对新员工集中培训了一

个月。“在我们日常施工中，每列列车都有

19726根线，近10万个接线点需要接线。”姚

智慧说，高铁动车上每一根线的接线位置和

插头都不一样，熟记每一道工序，操作过程符

合文件的要求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

几年来，由于在工作上的优异表现，姚智

慧的岗位职务有了变化，责任也更大了。以

前她只需要牢记十数页的工序文件，现在因

为职责岗位的改变，她要负责整车接线的检

查，必须掌握更多的知识与操作技能。为了

扎实掌握这些文件要求，姚智慧把文件存在

手机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不断学习

巩固……“我的职务虽然普通，但列车的每一

个节点都关系到日后的行车安全，必须精益

求精，不能有一丁点儿错误。”

看似小小不然的接线工，实际上却是高

铁列车的手术师，他们用扎实的技能和严谨

的态度，联结着高铁动车的“神经”线路。在

中车长客，无数像姚智慧这样的年轻人勤奋

努力地工作，换来了自己强烈的荣誉感和成

就感，而这不就是一种幸福吗？

王善更：焊花中搏出来的成就

30岁左右的男青年，他们的幸福在哪

里？“三十而立”、事业渐入佳境……幸福多

种多样，而夯实事业的根基、践行对社会贡

献的抱负、逐步实现个人期许的愿望、铺就

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通常是人们对幸福认

知的共识。 （下转第八版）

在 奋 斗 中 追 寻 幸 福
——中车长客青年成长成才二三事

本报记者 孙寰宇 通讯员 金万宝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新中国成立以来，
一代又一代的工人扎根生产一线，脚踏实
地，兢兢业业地工作。如今，这些为国家、地
方经济作出重要贡献的产业工人们，正搭乘
着时代发展的快车，依靠自己的双手，拼出
精彩的未来，并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者
的时代，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

生。大时代与小个体之间，总是有着同频共
振的命运关系，而奋斗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
的联结点。中车长客的年轻人都是普通的
工人，岗位也十分平凡，可是他们通过自己
的努力与奋斗，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光鲜亮丽的成绩，实现了自我价值。
奋斗不仅使他们自己与家人的物质生活幸
福美满，更为助力国家发展作出了贡献。

幸 福 是 奋 斗 出 来 的

本报讯（记者张力军）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日前发出通

知，提醒各地早动手、早准备，积极应对台风对庭院安全储

粮造成的不利影响

今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台风“巴威”“美莎克”“海神”

相继从我省经过，造成我省中北部平原地区玉米大面积倒

伏，加之受台风影响降雨较多，容易产生田间生霉、生虫、鼠

咬、水分高等现象，给秋收后农户安全储粮带来较大隐患。

各地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户庭院安全储粮督

导，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站、微信等媒体，动员农户提前

准备好庭院立体储粮所需的装具、器材，做好收获入庭院

粮食整晒，并向农民宣传农户庭院安全储粮知识和技术；

加大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宣传推广力度，让更多的农户了解

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的代清理、代烘干、代储存、代加工、代

销售等“五代”服务或“一卖到位”便捷服务功能，以充分发

挥作用。

同时，提醒广大农民朋友要密切关注秋收后天气变化，

加强庭院安全储粮管理，及时检查粮情，发现隐患，及时采

取倒堆（垛、仓）、整理选棒、分开存放、通风、晾晒等措施，避

免生霉坏粮造成经济损失。密切关注粮食市场行情，把握

售粮时机，争取收获粮食卖好价钱。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醒各地

早动手早准备确保庭院储粮安全

绵绵青山脚下，河水蜿蜒流过。

近日，记者在靖宇县景山镇三脚窝石村看到，宽阔整洁

的村路上，孩子们踩着滑板车嬉戏玩耍，路边的树上坠满果

子，花红草绿，空气芬芳。

就在五六年前，村中还是另外一番光景：贫穷如大石般

压在村民头顶，村容老旧，卫生环境堪忧。全村89户347人，

耕地面积843亩,人均耕地不足2.5亩。除了种地，村里没有

任何产业项目支撑，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500元。

今年55岁的村民于殿龙，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妻子患病，两个女儿要上学，一家人的日子很艰难。为

了增加收入，他扣了两栋大棚搞山野菜种植，又养了5头鹿，

但由于资金短缺，规模有限，并没有多少收益。

转机是在2015年出现的。村里来了驻村工作队，也带

来了国家的扶贫好政策。在驻村第一书记陈磊的鼓励和帮

助下，于殿龙借钱扩大了山野菜种植规模，又买了10头鹿。

通过“以奖代补”政策 ，得到了近1万元补助款。

于殿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6栋大棚的山野菜，挣

了将近4万元，养的鹿也发展到了36头，卖鹿茸又收入了5

万元，再加上4000多元的木耳分红等，全年收入差不多有10

万元。”

如今，于殿龙不仅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还成了村里的

致富带头人。他把自己掌握的种植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大

家，目前已带动4户农户种植山野菜。

梅花鹿、可繁育母牛等项目竞相发展，平贝母、山野菜等

项目欣欣向荣……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驻村第一书记的带

动下，三脚窝石村发展了多个产业项目，农户增收途径随之

增加，2017年退出贫困村序列。

“我们村通过以奖代投、因户施策、光伏分红、兜底保障

等产业帮扶模式，累计实施‘因户施策’贝母项目64户129

人，‘以奖代补’养牛等项目86户、145人，平均每年为贫困户

增收5000元。”陈磊告诉记者。

村里的日子欣欣向荣，多点开花的项目发展并没有止

步。三脚窝石村山上奇石林立，山脚下的那尔轰河水质清

澈。村里瞄准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又谋划起了旅游业。

“这是我们村新建的特色民宿，累计建筑面积129平方

米，目前主体框架和装修都完成了，预计10月份就能投入使

用。”陈磊指着一幢崭新的建筑介绍道。

陈磊告诉记者，他们还计划依托临近村庄的那尔轰河发

展水上漂流项目，“借助旅游业的发展，村民们可以在家门口

就业，在民宿打工，或者在自己家搞采摘、餐饮、农特产品销

售等，增加增收渠道。”

采访接近尾声，落日的余晖洒满三脚窝石村，一幅屋舍

俨然、宁静美好的乡村画卷呈现在眼前。

靖宇县三脚窝石村——

景美人和产业兴
本报记者 徐慕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