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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罗宇凡、李春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英雄。

2016 年 4 月 12 日，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晴隆县县委书记姜仕坤倒在了脱贫攻坚的
路上。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在扶贫开
发攻坚战的决胜时刻，这名大山里土生土长的苗
族汉子在一块异常贫瘠的土地上破局开路、耕耘
坚守，用自己 46 年的短暂生命兑现了对党和人民
的承诺。他的忠诚与担当无愧于这个时代，他燃尽
生命升起的熊熊火焰点亮了 32 万晴隆人民脱贫
攻坚的道路。

实干破局

站在山顶驻足远望，四周茫茫大山向着远方
奔涌而去，留给晴隆的是一面面陡坡、一道道深
谷、一片片破碎的岩体。这里几乎没有可供耕作的
连片平地，世世代代的晴隆人只能在陡坡上，深谷
中，岩体间，在一切找得到泥土的沟沟缝缝中撒下
一把种子，种上几棵苞谷。

晴隆，说这里是全中国最贫穷的地方并不为
过。

2010 年年初，刚刚 40 岁的姜仕坤调任晴隆
县县长。虽然长期都在黔西南的贫困地区工作，但
眼前严峻的现实还是让这位年轻的干部感到“这

个官不好当”。
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区，山高、水低、谷深、土瘠，

石漠化情况严重，全县 181 个行政村有 122 个是扶贫
开发重点村，贫困发生率超过 50%，意味着几乎每两
个晴隆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上任后第一次走进宿舍，姜仕坤看见客厅里有一
只硕大的塑料水桶。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那是给他
日常储水用的。

县城位于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山地，水源地西泌河
则在深深的谷底，提水落差高达 900 米，城区供水始终
是老大难问题，自来水水费不仅昂贵，而且间歇性停水
是常态。

看着屋里的大水桶，姜仕坤喃喃自语：“县长的
宿舍尚且如此，老百姓的家会是怎样？”

马不停蹄下乡调研，见识过贫困的
姜仕坤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一家四口的贫困户，挤在一座住了
三十多年的吊脚楼里，四面透风，家里没
有任何像样的家具，坡地上种的苞谷，一
年的收成还不够喂猪。

他的眼圈当时就红了，深深叹了口气，
把兜里的两百块钱都留了下来。“买口锅回
来，先把年过了……”

这就是姜仕坤初到晴隆面对的现
实———

在县城，老百姓的顺口溜说着“好个晴
隆县，白天停水、晚上停电。”

在农村，老百姓的民谣唱着“山谷石头

箐，水远石头硬；要想吃大米，除非生大病。”
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思想观念落

后……贫困在这里就是一道总也未能破解的难
题。

再难的事也要有人去干。
“晚干不如早干，要干就要干好”——— 寡言

少语的姜仕坤上任后没说一句豪言壮语，只是
默默给自己定下这样一条座右铭。

打破现状要行动，夯实基础要效率。
面对的问题千头万绪，姜仕坤决定从老百

姓最关心的“水、电、路”破局。
推动西泌河水库水电建设，用发电收入补

贴城市用水，水费降了，自来水供应正常了；
（下转 7 版）

当 代 县 委 书 记 的 榜 样
追记贵州晴隆县委书记姜仕坤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记者李宣良、张选
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 26 日上午视察火箭军机关，代表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对火箭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
示热烈的祝贺，向火箭军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
问候。他强调，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
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
全的重要基石。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
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
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牢记历史使命，提升战
略能力，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火箭军是去年底按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决策部署成立的，习近平
亲自向火箭军授予军旗并致训词。

上午 9时 30 分许，习近平来到火箭军机关，
亲切接见火箭军第一次党代会全体代表，高兴地
同大家合影留念。

合影结束后，习近平听取了火箭军工作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长期以来，面对国际局
势风云变幻，面对国家安全重大挑战，火箭军部队
在遏制战争威胁、营造我国安全有利战略态势、维
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
大作用。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奋斗，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需要良好战略安全环境。火箭军要深刻
认识和把握历史使命，增强忧患意识，加快发展步
伐，扎扎实实把战略能力搞上去。

习近平强调，要在提升战略遏制能力上实现
新突破，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和军队建设
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总体部署，制定火箭军发
展战略和建设规划计划，把火箭军力量结构和部
队编成搞得更加科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
要在提高备战实战化水平上实现新突破，锲而不
舍、一丝不苟抓好实战化军事训练，深度融入全军
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保持常备不懈、随时能战的战
备状态。要在加强战略运用上实现新突破，坚持抓
建为战、以用促建，全面把握战略力量运用的特点
和规律，确保发挥战略作用。

习近平指出，要确保火箭军在思想上政治上
特别过硬，打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
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要毫不动摇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抓好党的科学理论武
装，严格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官兵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部队始
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指挥。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部队党的建设
特点和规律，推进制度创新，改进方式方法，不断
增强党建工作的时代感和科学性，增强各级党组
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培育火箭军特有的
战斗精神、战斗作风、战斗意志，形成练兵不懈

怠、备战不松劲、打仗不怕死的昂扬士气。要在
人才培养上下大功夫，加紧完善人才引进、保
留、管理、使用制度机制，努力打造一支规模宏
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后劲持续的人才方
阵。要坚持不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抓好高中级领导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严格
按照军队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纯净部队政治

生态。各级要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满腔热
忱解决官兵的实际困难，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
长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
其亮，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阳、赵克
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参加活动。

习近平在火箭军机关视察时强调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保持随时能战的战备状态

她，15 岁被卖作童养媳，20

岁加入红军并入党，22 岁参加长

征三过雪山草地，24 岁被敌人关

押，25 岁与“延安五老”之一谢觉

哉结为革命伴侣……她，离休 40

年脚步不停，70 多岁推动长城保

护，80 多岁挽救失足少年，99 岁

还参与植树造林。

是什么样的信念，让这位身

高不足一米五的女子迸发出如此

强大的生命能量？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

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

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

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一心向阳 、傲风斗雪的红

梅，正是王定国百年人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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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近
20 万亩水稻正式开镰。

新华社记者李晓果摄

中国第七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完成 78 天的考
察任务，于 26 日乘“雪龙”船顺利返回中国极地考
察国内基地码头。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第七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凯旋 新疆伊犁：水稻熟了

▲ 9 月 2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火箭军机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火箭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火箭军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这是习近平亲切接见火箭军第一次党代会全体代表。 新华社记者李刚摄

新华社哈瓦那 9 月 25 日电(记者白洁、刘
彬)当地时间 25 日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夫人
程虹在哈瓦那大剧院出席中古“手拉手·中拉文
化交流年”哈瓦那之夜专场文艺演出活动。受正
在国外的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
劳尔·卡斯特罗委托，古共中央第二书记、国务委
员会副主席马查多，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
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迪亚斯-卡内尔陪同出席。

2016 年“中拉文化交流年”在中国与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同时举行，成为我同拉美地区国
家共同举办的最大规模年度文化盛事。

哈瓦那大剧院灯火辉煌，座无虚席。古方领导
人热情迎接李克强夫妇，共同步入剧场，中古两国

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全场起立相迎。
演出在寓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

的舞蹈《溢彩流金》中拉开序幕。中国武术、杂
技、舞蹈等一一闪亮登场，艺术家精湛的表演既
展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又传递出现代中
国的蓬勃风貌。古巴艺术家的舞蹈、歌曲节奏明
快、技艺精湛、热情奔放。

李克强和古巴领导人在观看节目过程中不
时交流，相互介绍节目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文
化背景和艺术特色，一致认为中古应更多开展
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让中古人文交流更
加活跃多彩，让两国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中古演员联袂合唱的古巴经典民歌《关塔

那摩姑娘》将晚会气氛推向高潮，现场观众和着
旋律节拍鼓掌喝彩，台上台下交融忘我，呈现出
人文交流的生动活力，展现出中古友好的动人
画卷。

双方领导人盛赞两国艺术家技艺精湛绝
伦，认为活动有助于双方增进文化交流与人民
间友好情谊。

文艺演出在中古两国主持人“祝愿中古世代
友好、友谊长存”的美好祝福中圆满落下帷幕。

24 日，李克强总理夫人程虹在古巴教育部
长贝拉斯科斯女士陪同下参观了奥斯瓦尔多·
埃雷拉技术学校，与师生们亲切交流，并捐赠了
教学设备和物资。

李克强与古巴领导人共同出席

中古“手拉手”文艺演出活动△李克强在古巴体验中国

出口客车，考察中国装备“走

出去”

△俞正声出席中国侨联成

立 60 周年纪念大会

△刘云山将出访蒙古、希

腊、匈牙利等亚欧三国

■标题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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