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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1
自强，以全新的我重新屹立

“你——被救了，一个小兵
把雨衣盖在你身上

“扒出我来的是位连长，后
来听说为救一个六岁的孤儿

“他永远地留在了——唐山
“亲爱的朋友还用我再说吗？！
“这样真实的故事我可以说

上一百天……”
2016年7月28日，是受伤截

瘫的杨玉芳、高志宏夫妇永远难
忘的一天。这一天，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河北唐山市考察。在唐
山市截瘫疗养院，杨玉芳、高志
宏夫妇向习近平总书记即兴朗
诵了这首原创诗歌《见了你们格
外亲》。

“开始还挺紧张，但很快就放
松了。”杨玉芳回忆，那天，习近平
总书记微笑着走到他跟前，关切
地询问夫妻俩身体恢复的情况、
目前有什么困难……“就像与一
位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唠家常。”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
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
生”。高志宏说，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给了他们极大鼓舞。此后，
他们开始为敬老院的老人们朗
诵诗歌，传播正能量；做手工活
拿去义卖，资助寒门学子……

“既然能动手、能写东西能
朗诵，就要给大家带去美好。”高
志宏说。

杨玉芳介绍，这几年他的退
休工资每年都增长，国家还出台
了扶持残疾人创业的税收优惠
政策。他现在给人配钥匙，加上
两人的退休金，每月能有六七千
元的收入，生活上花销也不大，
如果今后有可能，他们打算给更
需要帮助的人捐出一部分。

“作为医护人员，我们牢记总
书记的嘱托，把伤残人当亲人，为
伤残人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唐
山市截瘫疗养院院长杨震生介
绍，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硬件，如正
在建设的唐山市民政事业服务中
心，未来有充足床位让疗养院老
人搬入；一方面让医护人员去各
大医院进修，提升专业护理水平。

“除了物质上给予充足保
障，还要实现精神上的小康。”杨
震生说，疗养院布置了图书室、
心理咨询室、阳光活动室，医护
人员定期与住院人员谈心，一些
社会团体也常会来疗养院开展
志愿活动。不少老人说，了解外
面世界的窗口开得更大了。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
个我，就以全新的我重新屹立在
这个世界上”，这句话成了疗养
院里不少残疾人的座右铭。

>>记者手记

对一个健全人来说，很难想

象下半身没有知觉是一种什么体

验，更难体味大小便失禁状态下该

怎样生活。有截瘫患者说，瘫字的

组成是一个“病”字旁一个“难”，能

从侧面说明残疾给人带来的痛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残疾人事

业格外关注。在国家层面建立起

覆盖数千万残疾人口，包含生活补

贴、护理补贴、儿童康复补贴等内

容的残疾人专项福利制度，残疾人

事业整体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

一个也不能少。在幸福的中国，

残疾人同样能够收获社会发展

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共同为中国梦努力奋斗。

故事2
奔跑，向着更好的生活进发

“总书记亲切、平易近人。”
时隔近六年，丛龙江对习近平总
书记来他家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2013年8月30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辽宁考察时来到沈阳市
沈河区大南街道多福社区，走进
下岗再就业职工丛龙江家里。

社区服务好不好、实施暖房
工程后冬天温度能提高几度、家
里还有什么困难……习近平总
书记关切地询问。

那时的丛龙江，生活还很困
难：他在一家汽车物流配送企业实
现了再就业，但每月收入只有
2000多元；妻子下岗在家照看有
病的母亲；儿子刚刚开了一家汽车
装饰店，小孙女还不到一岁……

今年7月下旬，记者走进丛
龙江的家，73平方米的屋子收拾
得干净整洁。丛龙江说，这些年
生活改善了，屋子进行了简单装
修，新换了沙发，添了书柜。

前几年，社区帮助丛龙江儿子
申办了8万元小额无息贷款，扶持他
创业。全社会的创业环境越来越
好，丛龙江儿子的生意也有了起色。

2017年，丛龙江退休了，不
但每月能及时、足额领到退休
金，而且金额每年都在涨。

丛龙江家所在的多福社区
大院，正进行着新的改造工程。
社区党委书记孟晓丹介绍，这次
改造政府投入2000多万元，在上
一次自来水、煤气等改造基础
上，对小区的景观、下水、照明等
进一步改造，使小区功能彻底改
善。

“这么多年来，我们全家一
直记得总书记‘把日子过得更
好’的嘱托，为这个期望努力
着。”丛龙江说。

>>记者手记

丛龙江一家生活的改善，折

射出许多下岗再就业家庭克服

困难奔向幸福的脚步。把下岗

职工安排好，对于我国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化解和

淘汰过剩产能，促进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下岗职工的安置

问题，积极创造再就业机会：采

取政府安置与市场安置等方式

帮助解决职工就业；积极引导下

岗职工在服务业领域实现再就

业；为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

减税降费减负，增强市场活力，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中央有关怀，地方有行

动，越来越多的丛龙江们会在新

的岗位上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故事3
自信，写在她的脸上

“习近平总书记来我家时，
一张土炕占去半间屋子，余下半
间，放着两个橱柜和一张桌子，
几乎转不过身来。”

夏日午后，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
村，村民唐宗秀比划着向记者回忆。

2012年12月底，习近平总
书记到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
众。30 日一大早，踏着皑皑白
雪，他来到唐宗秀家。“总书记问
我种了几亩地、粮食够不够吃、
取暖的煤炭够不够……”

“那是个大冷天，可我心里热乎
乎的。”唐宗秀回忆起当时的心情。

唐宗秀说，当时她家门外的
小路用石头铺成，走在上面深一脚
浅一脚。“现在到处都是柏油路，村
里人后悔没留几条碎石头小路，让
游客们来体验体验。”她笑着说。

如今，唐宗秀家的老房子变
成了几间青砖大瓦房，花布门帘
让小院更显亮丽。

断桥铝门窗、地暖，灶火房
里装了橱柜和抽油烟机，厕所有

冲水式坐便器和热水器……带
记者参观了一圈新房子，唐宗秀
难掩满足：“咱农民也过上了城
里人的生活。”

房子住得宽敞，唐宗秀也去
了最大的心事——往年春节，因
为房子小，4个孩子不能一起带
着全家来拜年，总不够热闹。唐
宗秀说，现在不一样了，今年过
年，几个孩子一块带着全家来
了，一大家子人甭提多热闹了。

“骆驼湾村的变化离不开党
中央的关怀，离不开省市县和社会
各界的倾力支持。”说起变化，河北
省能源局驻骆驼湾村干部黄文忠
感触颇深。他介绍，村里如今有了
村集体企业，村民个个有分红。

2017年，唐宗秀家退出低保
户。她合计着，今年腿上的老毛
病好一些了，就跟老伴儿一块到
村集体企业打工，一个月能有几
千块钱的收入。

说起最大的愿望，唐宗秀笑
着说：“日子好了，盼着总书记再
来看看。”

>>记者手记

深山区、低保户、老年人，这些

词汇的结合会是一幅什么画像？

记者见到与这三个词都有关

的唐宗秀时，自信写在她的脸

上。物质上的帮扶让唐宗秀摆脱

了生活的困境，“只要有信心，黄

土变成金”等农户家墙上的标语，

则反映出村民们精神上的改变。

千方百计排忧解难，群众冷

暖放在心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始终关心困难群众的

生产生活：2013 年至 2018 年，中

央财政累计投入城乡低保、医疗

救助、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资金

8400多亿元，城乡低保标准年均

增长9.2%、14.7%；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

导意见》，加强对贫困人口、低保

对象等人群的关爱服务……

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在社会

各界的帮扶支持下，困难群众正

在向着全面小康的目标努力奔

跑。 据新华社电

在关怀与自强中活出精彩人生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弱有所扶”篇

扶弱济困，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美德。由于各种原因，
社会中还有一些困难群众。做好这部分人的民生帮扶工作，
实现“弱有所扶”，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鼓励残疾人活出
精彩人生，祝福下岗再就业职工日子过得更好，在农村低保户
家问实情唠家常送温暖……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困难群众
的安危冷暖，鼓励他们努力创造更好生活。

回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过的那些困难群众，记者注意到，
他们心怀感恩之情，自强不息、奋斗拼搏。如今的他们，生活
得更好、心气儿更足、获得感更多。

李强应勇率团
走访慰问东部战区

本报讯 上海市委书记李
强，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昨天
下午率团赴东部战区走访慰问，
与东部战区司令员刘粤军、政委
何平举行座谈，共叙军民鱼水深
情，共商军地合作大计。

李强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
和全市人民，向东部战区和驻沪
部队广大官兵给予上海经济社
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
谢。在介绍上海改革发展情况
后，李强指出，上海的发展进步
离不开东部战区和驻沪部队的
大力支持，离不开广大官兵的无
私奉献。大家把驻地当故乡，视
人民如亲人，积极参与和支持上
海建设，奋勇承担急难险重任
务，在促进地方改革发展、保障
城市运行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当前，上海正在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全力抓好三项新的重
大任务落地实施，全力办好第二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希望东
部战区一如既往给予大力支
持。我们要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东部战区
同志们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
敢于迎接各种风险挑战，勇于承
担中央赋予的使命任务，不断把
改革发展各项事业推向前进，更
好地为全国发展大局服务。

李强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
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
统，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当作
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断巩固发展
军政军民团结。以更高站位服务
国防军队建设，支持配合军队完
成改革任务，筑牢强军兴军坚强
后盾。以更大力度推进军民融合
发展，建强融合载体，完善工作机
制，加大攻关力度。花更大力气
解决好驻沪部队的现实问题，倾
心倾力为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解
难题、办实事，在全社会营造关心
国防、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不断
推动上海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

上海督察组进驻
振华长兴基地

本报讯 根据上海市委、市
政府领导批示，针对生态环境部
《典型案例（4）上海振华集团环
境违法问题突出 群众反映强
烈》中提出的问题，市生态环境
局牵头成立专项督察组，进驻上
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长兴基地（以下简称“振华长
兴基地”）开展专项督察。

专项督察组将全面检查振华
长兴基地遵守国家和本市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及污
染治理情况等，彻底查清振华长兴
基地环境污染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并责令该企业拿出明确整改方案
和时限，对于督察中发现的环境
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在沈阳市沈河区多福社区，丛龙江的孙女丛婧涵展示画作。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