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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劳动，通向伟大梦想

陕北南泥湾，延安大生产运动
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遒劲有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大规模

“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
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
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
难，一度陷入没粮、没油、没纸、没
衣、没经费的境地。

危难之际，党中央号召边区
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力”在
何处？在广大劳动者中！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黄土高原开展起来——1941年
春，迎着料峭寒风，三五九旅的战士
们肩挎钢枪、手握镢头，挺进南泥湾
垦荒。广大军民以高昂的劳动热情，
将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庄稼遍
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

纺一根线、垦一亩荒，边区军民
在逆境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顽强
生存、英勇斗争。毛泽东指出“这是
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

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
根本力量，是通向伟大梦想的进
步阶梯。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从烽
火连天的革命年代，到如火如荼
的建设岁月，再到波澜壮阔的改
革大潮，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
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

众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用汗水和
智慧奏响“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主
旋律——

老工人孟泰带领工友献交器
材、刨开冰雪收集废旧零件，硬是
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建成鞍钢当时
著名的“孟泰仓库”；产业工人许振
超带领班组练就“一钩准”“一钩
净”“无声响操作”等绝活，多次刷
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航天科技

“嫦娥”团队勇于探索，成功研制我
国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
一号……一座座丰碑上，镌刻着不
同时代劳动者只争朝夕、奋力拼
搏、开拓创新的身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是因
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
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
拥有了今天的成就。”

“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
——劳动，书写精彩人生

这是一双特制的劳保鞋：鞋

尖有钢板，底部有钢钉，鞋底约两
厘米厚。不到两年，鞋底还是被磨
平了。这双鞋，见证了柴闪闪“闪
闪发光”的奋斗人生。

2004 年，柴闪闪成为扛包裹
的转运员，每天要扛 3000 多袋包
裹。他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靠
着过硬的业务能力和吃苦精神，
他成为全国邮政系统先进个人、
上海市优秀青年突击队员、全国
劳动模范，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外卖骑手宋增光、“拉面匠”韩
木海买、“小砌匠”邹彬……一个个
看似“开挂”人生的背后，无不洋溢
勤于劳动、勇于奋斗的精神。

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
回首奋斗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工
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以劳动托
起中国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伟大征程上，劳动者以脚踏实地的
努力、毫不懈怠的拼搏，一步一个
脚印迈向幸福新生活——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
老支书毛相林率乡亲们历时7年，

在绝壁上凿出一条8千米长的“绝
壁天路”，带领群众摘掉贫困帽，
走上致富路；“人民楷模”、太行山
上“新愚公”李保国扎根太行山35
年，用辛勤的劳动和科研成果把
富裕和希望带给农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
动者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劳动开创未来”
——劳动，创新赋能奋斗

0.00068 毫米的加工公差，意
味着什么？这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
1/125，连数控机床都难以实现。

这不可思议的加工公差出自
方文墨之手。这位航空工业沈阳
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
能专家说：“开始很多人说我不适
合干这行，但我既然选择了，就一
定要做到最好。”凭着追求“最好”
的劲头，他不断挑战打磨精度的

边界，让“文墨精度”名震业内。
一片钢板能够薄到什么程

度？太钢集团不锈钢“手撕钢”创
新研发团队不断给出新答案。

2018 年，在经历 700 多次失
败、攻克175个设备难题、452个工
艺难题后，这支团队自主研发的
0.02毫米“手撕钢”成功面世，有效
破解了制约我国高精尖领域长远
发展的材料难题；去年，团队再次
突破极限，轧出了光如镜、质地硬、
厚仅0.015毫米的“手撕钢”……

团队技术员廖席说：“创新是什
么？是干别人干不了的，挑战不可能！”

劳动者的字典里没有“不可
能”。无数像方文墨、太钢集团创
新研发团队这样的劳动者及团
队，以争创一流、勇攀高峰之志，
赋予劳动精神丰富的时代内涵。

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
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发出“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
大军”的号召，强调“要增强创新
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展示锐意创
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
向上的朝气”，为新时代劳动者指
明了奋斗方向。

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
想。如今，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梦
想与希望扬帆启航，正向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广大劳动者必
将继续发扬伟大劳动精神，使出

“一个汗珠摔八瓣”的干劲，以奋斗
为笔、用汗水作墨，挥毫绘就美好
生活新画卷。 据新华社

勤奋工作 踏实劳动
——劳动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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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28道拐
60公里盘山路28个回头弯

从九寨沟到神仙池有60多公里
盘山路，中间要翻过一座4000米的雪
山垭口，经过一条神秘的道路——28
道拐。从空中看下去，这条公路在云
雾间蜿蜒盘旋，一共有28个回头弯，
因此就叫做“神仙池28道拐”。有网友
称：“那是神仙才走的路。”

据九寨沟交通部门消息，28道拐
是漳大路中的一段，原来没有直达公
路，只有绕道过境路，在2017年8月8日
九寨沟7.0级地震中被毁。作为灾后恢
复重建项目，这条路2019年2月开工，
2020年12月23日竣工验收。漳大路起
点位于漳扎镇上四寨，与川九路相交，
终点止于大录乡芝麻桥桥头与九若路
（省道S445）相交处，全长67.7公里，实
现了九寨沟景区到神仙池景区直达。

与其他路面不同，28道拐的路面
为红色，有网友将拍摄的照片传上
网，让这里成了网红打卡点。站在观
景台上，四周群山巍峨，遥远的云端
耸立着银灰色雪峰，在晨光照耀下显
得既真实又神秘。

新晋4A景区
高山峡谷间赴神仙池之约

敢把名字取为“神仙池”，说明了
此处的美确实不一般。记者实地探访
发现，神仙池主要景区分布在一条3
公里长的高山峡谷之中，这条沟实在
藏得太深，直到2020年所有设施完善

后，才正式对公众开放。
走进神仙池，苍翠的高山峡谷

间，成片的山坡被黄色、乳白色的钙
质所包裹，形成了一道道奇特的钙华
景观；一池池的水清澈见底，水色显
出独特的“仙女蓝”，让人恍然觉得这
是黄龙景区，又像是九寨沟景区。

“神仙池景区，藏语叫‘嫩恩桑
措’，意为仙女沐浴的地方。”景区一
名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有四川保护最
好的原始森林及大片的箭竹林，大熊
猫、藏羚羊、金丝猴等国家级保护动

物常出没于此。神仙池是九寨沟县第
二大旅游景区，有2000多个五彩缤纷
的钙华彩池梯田般地洒落其间。

漫步神仙池，从仙女桥到摸佛洞，
瑶池、青龙海、神蛙海、仙女池……一
个个景点，美得让人应接不暇。

据悉，神仙池今年获批为国家
4A级景区。“九寨非常美，神仙池浓
缩了九寨和黄龙的美。”自驾川西的
安徽游客汪先生告诉记者，“28道拐”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2017年8月8日，九寨沟县发生7.0
级地震，九寨沟景区部分基础设施被
损毁，五花海至原始森林段尤为严重。

同年11月8日，九寨沟灾后重建
工作正式启动。2019年9月27日，灾后
保护与恢复重建工程一期、二期完工
后，九寨沟景区再度迎客，开放85%的
景区。

紧接着，重建三期工程开工，包括
五花海至原始森林道路12.928公里、
黑角寨道路4.928公里。其中，长918米
的熊猫海隧道、长300米的熊猫海棚洞
是重建三期工程道路建设控制性工
程，可谓灾后重建的“硬骨头”。

熊猫海棚洞于2020年11月10日
开工，今年7月底完工。熊猫海隧道自
2020年8月18日进洞开工，工人双向
掘进历时近一年，于今年8月11日顺
利贯通。周水平介绍，目前，整个工程
项目正在实施后续隧道机电、护栏安
装、标线施划、绿化工作等附属工程，

届时，公路“颜值”和安全系数也将得
到全面提升。

周水平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今
后，熊猫海隧道将安装LED投影3D大
屏。目前，景区正在制作投影画面，九
寨的四季美景将通过投影投射到隧
道上方，游客可以穿越“时空隧道”前
往熊猫海、原始森林。

来自四川路桥的消息，施工单位
计划在熊猫海隧道内安装两个50米
投影和两个LED曲面屏，目前正在安
装之中。四川路桥项目副经理张何介
绍，“按照计划，在今年10月底，一个
1500多平方米的裸眼3D大屏将展现
在游客面前，游客可以体验穿越时空
的感觉。”

看着九寨沟一天天变美，和工人
们一样，张何、周水平也为之高兴，他
们也想早日完工，让各地游客来这里
欣赏它的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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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过“网红”28道拐
到神仙池约会“仙女”

熊猫海棚洞、隧道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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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勤于劳动、勇于奋斗，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历经沧桑而生生不息。回望百

年，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广大劳动者辛勤劳作、艰苦奋斗，谱写出“换了人间”的壮丽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精辟论述了劳动精神“崇尚

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内涵。我们坚信，在新征程上，劳动精神必将激励全体劳动
者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谱写新的时代华章。

九寨沟景区道路再无瓶颈九寨沟景区道路再无瓶颈

种植草皮、铺设栈道、清理残渣……9月22日，工人们在熊猫海隧道和熊猫海棚洞之
间忙碌着，九寨沟灾后保护与恢复重建道路三期工程（简称“重建三期工程”）进入收尾阶
段。当天下午，熊猫海隧道举行通车仪式，九寨沟熊猫海隧道、棚洞进入试运行阶段。

“熊猫海棚洞、熊猫海隧道贯通后，九寨沟景区道路再无瓶颈。”四川省公路院工
程监理公司总监周水平介绍，为了保障这两个控制性工程贯通，500多人的施工队伍
坚守了300多个日日夜夜。

彩池叠翠，流瀑潺湲，深谷
幽蓝。

9月15日，四川阿坝州九寨
沟县新晋4A景区嫩恩桑措（又名

“神仙池”），三三两两的游客顺
着栈道拾级而上，或自拍或惊
呼，被这里的美景深深吸引。

神仙池28道拐 王雪城 摄

神仙池钙华滩

熊猫海隧道“时空隧道”效果图 受访者供图

熊猫海和熊猫海棚洞

紧接01版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克
服新冠肺炎疫情、洪涝自然灾害等困难，粮食和
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幸福安
康，对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
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
和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八大活动上线
快来pick你的“心头好”

秋宵月色胜春宵，梨花七宝耀锦江。9月22
日，“梨花竞璀璨 七宝潮未来”梨花街七宝市开
街仪式在成都市锦江区梨花街举行。

据介绍，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具体包括“一市
一展一赛一券”：“一市”为七宝市集闪亮登场。
30+个市集展位随开街亮相，品类包括在地商家
珠宝品牌、文创产品、数字艺术、小众设计师品
牌、濯锦工匠以及都市工业实验室等。

“一展”为“第一届2021梨花街七宝文创展”。
具体包括围绕“七宝”定制沉浸式主题小剧场、沉
浸式数字艺术展、濯锦工匠工坊等，为期一个月，
融展览、体验、购物、交易等于一体。

“一赛”为2022“蓉漂杯”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大赛暨锦江区第一届七宝青年设计师大赛。此
次比赛面向全球原创青年设计师征集文创珠宝
主题设计作品，吸引优秀青年团队入驻和优秀原
创作品孵化落地。

“一券”为锦江区再建交子消费平台，向消费
者免费发放赋有惠民消费折扣、商家诚信管理、
消费者信用积累属性的交子券，构建新消费模
式，打造消费增长新引擎。

“成都十二月市”再上新
“七宝市”+梨花街=活力潮流新街区

“我们深挖历史文脉，聚焦‘十二月市’，不断
为传统商业注入新的血液，探索商业逻辑的全新
落地，化人气为商气、变流量为销量，持续营造消
费新空间、培育消费新热点、引领消费新趋势，全
力推动消费迭代升级和消费活力再造。”锦江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始于唐宋的“成都十二月市”，其中
“七宝市”的“七宝”，指七种珍宝。作为锦江区都
市核心商圈的知名老街，梨花街有着黄金珠宝产
业所带来的商业底蕴，有潜溪书院所遗留的文化
气息，有春熙路商圈所独有的地理优势，成为了

“七宝市”与现代商业融古通今的重要纽带与最
佳载体。

昨天开街的梨花街七宝市，聚焦珠宝文创、
珠宝定制、国潮体验、旅游打卡等，将为大家呈现
一个全新的、充满活力的梨花街。

记者现场看到，活动所在的梨花街，位于成
都城市中轴线、天府广场东侧，成都市著名的传
统商圈——盐市口商圈的头部位置。

梨花街现有星汇西南黄金MALL、皇城珠宝
交易中心、盐市口广场、名望大厦、现代之窗、城
市理想等综合楼宇，汇聚了100余家黄金珠宝企
业，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珠宝散批集散地，也是继
北京琉璃厂、深圳水贝之后全国第三大黄金首饰
交易中心，享有“西南黄金出梨花”的美誉。

开街后，梨花街、青年路、天府红等区域内近
100家在地珠宝商家将积极加入梨花街七宝市，
围绕黄金饰品消费推出丰富的优惠活动。开街当
天，锦江区全市首推的“交子券”在仪式上进行了
首发，工商银行成都分行也同步发布了包括数字
人民币应用等在内的多个金融支持政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成都十二月市”再上新

梨花街七宝市
开街啦！

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沉浸式数字艺术展，，以宝石梨花为主以宝石梨花为主
要元素要元素，，用酷炫的裸眼用酷炫的裸眼33DD等形式等形式，，带来一带来一
场别开生面的视觉大餐场别开生面的视觉大餐。。

昨晚昨晚，“，“梨花竞璀璨梨花竞璀璨 七宝潮未来七宝潮未来””梨梨
花街七宝市宣告开街花街七宝市宣告开街！！

开街仪式现场 图据主办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