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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雅安芦山地震灾区考察时，在安置
点亲吻了1岁半的骆俊诚。这一幕温暖
了很多人。
2017年两会，四川雅安汉源县古
路村支部书记骆云莲代表发言时，用照
片向总书记展现灾区新貌。习近平总书
记起身接过照片，仔细地看了起来，说：
“非常高兴，浴火重生！
10月11日，成都商报记者再次奔
赴雅安发现，如今，这里的人们生活有
了全新的面貌。在他们身上，映照着芦
山的新生活和新面貌。
年满6岁的骆俊诚已进入到芦山县
芦阳镇第二小学就读学前班。今年9月
上学后，他的生活变得有规律起来，按
时上下学，没迟到过一次，放学后都是
先做了作业再玩耍，平日生活由外婆程
德英照顾着。
当年习爷爷温情的一吻，骆俊诚至
今仍记在心底。说起习爷爷，骆俊诚伸
出左手食指，指了指左边脸蛋，又拍了
拍胸口,
“我用这里想爷爷。
”

进入芦山县城，
早已不走省道，
也不再是当年徒
步进入，
从雅安而出，
通过新建的国道驾车半小时即
可到达。
和许多县城不一样，
城里虽高楼林立，
但处
处绿色入眼，
一些新的铺面内，
装修的工人们忙得热
火朝天。
采访完骆俊诚，
从芦阳二小出门右转，
有一家店
名叫做阿五的面馆，
老板娘本来快打烊，
一见我来
了，
忙停下手里的活起身招呼。
点了面，
老板娘把一大碗面端了上来，
我才发现
钱包在车上，
于是我问老板娘：
没带钱，
可以微信不？
老板娘没有半点犹豫：
可以微信支付，
没带钱也
没关系，
以后来给就是了。
这个回答有点出乎我意料，
我好奇再问：
要是我
今天一分钱都没有怎么办呢？
老板娘愣了一下：
你是外地人吧？
两秒钟后，
她
就爽快地说，
就是不给钱，
也没关系啊。
交谈中，
老板娘告诉我，
她是芦山人，
重建的房
屋早就修好了，
但自己想自食其力，
面馆才开张几个
月，
有好几次，
吃面的人都忘记带钱没给，
她也没多
问，
但事后，
他们都来补起了。
“这些都是小事。
”
老板娘说，
地震的时候，
有好
多人给过我们帮助哦，
一碗面，
算啥子嘛，
没得钱还
是可以来吃。
吃罢，
一大碗牛肉面，
8元钱，
微信支付了。
临走
前，
听闻我今天要离开芦山，
老板娘又说了一句：
以
后多到芦山来看看嘛，
现在变化大得很。
芦山秀美，
不止风景。

探访被习总书记亲吻过的小男孩

岁骆俊诚上学前班了

“芦山新建了好多高楼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中午下课后，
老师辅导还没完成作业的骆俊诚写拼音

教室里，
骆俊诚和同学们正在吃午饭

11 日，
骆俊诚在家做作业

他变懂事了 一回家就先做作业
10月11日上午11时30分，芦山县芦阳
镇第二小学一楼教室内，书声琅琅。
芦阳镇第二小学是芦山灾后重建项
目之一，2015年竣工投用，骆俊诚和750多
名小朋友，一起在这里上学。
今年7月，骆俊诚年满6岁。9月，他进
入芦阳镇二小，入校后体检数据显示，身
高1.3米，体重20公斤，视力分别是5.0和
5.1。老师熊志琼说：
“ 骆俊诚身体发育不

错，和班上其他小男孩一样，很聪明，也很
调皮。
”
11时40分，骆俊诚写完作业，洗完手
迅速跑到教室外，这里正在发放午餐，等
待过程中，骆俊诚和同学们打闹着比起身
高来。老师们一句话，他和同学们立即乖
乖地排队站好。吃完午饭休息时间，他又
和同学们跑得满校园都是笑声。
下午放学回家路上，他也一刻没闲

今年两会上把灾区新貌照片带给习总书记的人大代表：

“悬崖上的村庄”
即将通索道 3分钟可到对岸

他目标没变 长大后要当消防员
这些年来，
伴着如火如荼的灾后重建，
骆俊诚健康快乐地成长。
“外孙很懂事，
3月
8日还主动给在青海打工的妈妈打了电话，
祝妈妈节日快乐。
”
程德英很欣慰。
骆俊诚喜欢画画，最喜欢画的是房
子。这几年芦山建了很多高楼，小家伙说
要把它们都画下来。在程德英家里，还留
着骆俊诚以前在幼儿园画的许多画，有幅
画上有房子、花草、烟花、人，他指着画介
绍得十分认真，
“看嘛，这就是在家外面放
烟花，
我家旁边还有棵树。”
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也从骆俊诚的
脑袋里冒了出来，让年过五旬的程德英有

时也感慨跟不上。但骆俊诚的目标一直没
有变，仍然是长大后当消防员。
“地震后的那段时间，我们身边都是
战士和消防员。”程德英笑着说，
“幸亏当
时有他们。
”
没有变的，还有骆俊诚一家人对习
近平总书记的感情。骆俊诚牵着成都商
报记者的手走进了他和外婆的房间，当
年习总书记亲吻他的照片被放在屋内
桌上的正中。
这个场景已过去4年多了，但程德英
和姐姐程德琼每每回忆起来，都觉得温
暖。程德琼说，
“当时天气很热，习总书记

今年两会上，四川雅安汉源县古路村支
部书记骆云莲代表发言时，用照片向习总书
记展现灾区新貌。习总书记起身接过照片，仔
细地看了起来，
说：
“非常高兴，
浴火重生！”
10月11日，得知骆俊诚的成长，骆云莲也
非常高兴，在为骆俊诚送上祝福的同时，她也
表示，总书记牵挂的索道已经建成，将于近期
投入运营，以后村民到对岸坐缆车，只需要3
分钟。

着，一会儿跑一会儿笑。程德英说起外孙，
又好气又好笑：他现在浑身都是劲儿，有
时外出爬山，一口气爬上山又一口气跑回
家，
回家了也闲不住。
不过，一到家，骆俊诚放下书包就开
始做起了作业。程德英说，以前在幼儿园，
他就是尽情玩耍，也没有时间概念。现在，
生活变得有规律起来，按时上学，没迟到
过一次，
放学后都是先做了作业再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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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额头上都是汗水，我便邀请总书记到帐
篷内，
想让他凉快一下。
”
程德琼回忆，习总书记走进帐篷后，
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受苦了，我现在来看
望大家。”程德琼称，习总书记还主动问起
程德英怀中的小男孩。1岁半的骆俊诚奶
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爷爷”。习总书记笑着
摸摸骆俊诚的脸，
亲了亲他。
当年习爷爷温情一吻，骆俊诚至今记
在心底。说到高兴处，骆俊诚拿起照片，把
小嘴巴凑过去：
“我也要亲爷爷。”说罢，他
伸出左手食指，指了指左边脸蛋，又拍了
拍胸口，
说，
我用这里想爷爷。

生活有盼头 县城的新房装好了
2014年，骆俊诚跟着大人们回到了
位于龙门乡隆兴村上里组的老家，一块
上百平方米的空地已被清理出来。2015
年6月，新房竣工，一楼一底。在二楼，专
门给骆俊诚留了一间房，让小家伙开心
得不得了。年底，一家人放了鞭炮，过了
一个热热闹闹的新年。

程德英说，
修新房政府补贴了2万多
元，
家里贷了10多万元的款，
每月有退耕
还林款和粮食直补款等，自己再贴补一
点，
就够还贷了，
按计划6年就可以还清。
2016年，除了在龙门乡老家震后新
建的房子外，骆俊诚的母亲骆世萍当年
在县城一个楼盘买的房子也装修完毕。

“电梯公寓的13楼，100多平方米。”
今年春节，在外打工的骆世萍回家过
年，一大家人在新房里住了一阵，就数
骆俊诚最兴奋，
在房间里跑来跑去。
看着骆俊诚的身影在屋内穿梭，程
德英和骆世萍都觉得，未来的生活，越
来越有盼头了。

以前的古路村是雅安唯一不通公路的行
政村，421位村民散居在平均海拔1000米的大
山上，因此这里被外界称为“悬崖上的村庄”。
如今，投入2400多万元的高空索道已建成，这
承载着古路村村民致富梦的索道，将于近期
投入运营。到时候，村民就将彻底结束人背马
驮、行走于悬崖绝壁的历史，到对岸坐缆车，
只需3分钟就能到。届时，村子还会吸引更多
游客，
大家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灾后重建 雅安变成更美家园
2013年7月20日，雅安全面启动“4·20”芦
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
雅安市委宣传部了解到，截至2016年7月20
日，总规实施项目2160个（不包括40个国外贷
款项目）已累计完工2147个、累计完成投资
709.7亿，
“三年基本完成”
目标圆满实现。
■民生事业
震 后 12 个 月 完 成 159396 户 农 房 维 修 加
固，震后14个月完成88978套城镇住房维修加
固；震后20个月完成78792户农房重建，震后
32个月完成33696户城镇住房重建；625户特困
群众在震后首个春节搬新家过新年；4482户
建房困难群众在地震一周年时入住新居。370
所基础教育学校重建项目如期完成；完成123
个卫生计生项目、251个文体广新项目以及
121个就业和社会保障项目重建。
■基础设施
新建和改建国道418公里、重要经济干线
217公里、农村公路910公里，国道108线、318
线全面改造提升，国道351线全线贯通。完成
32座震损水库除险加固，建成名山农村供水
总厂等一批安全饮水工程和能源、通信基础
设施。

■城乡建设
完成113个城镇体系建设项目和218个农
村建设项目，以雅安主城区为核心、6个县城
为重点、16个小城镇为节点、232个灾后重建
新村聚居点为支点的“一心三点”城乡发展格
局基本形成。
全市城镇化率达到42.55%。
■产业发展
完成401个产业重建项目。新建、扩建9个
工业园区，引进中恒天等重大产业项目209
个、总投资930亿元，工业园区建成区面积、营
业收入分别较震前增加61.3%、68.1%，新增总
产值上亿元企业32户，新增就业1.87万人。全
市4A级旅游景区由震前的4个增至14个，旅游
人次及综合收入分别比震前增长81%、
91%。
■抗灾能力
坚持把地灾防治作为“生命工程”，建立
健全6级群测群防体系，完善落实监测、预警、
演练等措施，应急排危除险387处，避险搬迁
安置3330户，235个重大地质灾害治理项目的
主体工程在2014年主汛期前完成并投用。恢
复震损林地40万亩，治理水土流失419万亩，
修复大熊猫栖息地22万亩。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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