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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网友
在转发微
博时，也
分享了自
己所知道
的暖心一
幕。截至
发稿，近
4000 条
评论中，
上百人分
享自己感
受到的点
滴善意，
引发对成
都的集体
共鸣。

网友“泼猴少年”（大四准毕业生）：今年4月6日晚上十
点多，在太古里附近一家面馆吃冰糕，偶遇一位环卫阿姨也
在吃。“吃完了她要给钱，十块一份。店员一开始没要，阿姨
坚持要给，然后店员说，很晚了可以打折扣只收了5块。”

网友“不二拆”：2015年一次打车途中，当时成都一个
出租车司机提醒我，女孩子家家的晚上不要一个人走夜
路。师傅讲到半夜看到一个女孩在街边，就问小姑娘去哪
里，小姑娘说没钱，司机大叔说我能怎么办啊，没钱就没钱
吧，总不能让她一个人在那里。





网友“桜谷谷”：2015年，跟随父母来成都旅游，想起上
次去成都旅行，手机没电了查不到公交线路。到旁边的服
装店问，店员特别热情电脑手机都用上了，选了好几条线
路供我们选择。当时就觉得：成都好美！

网友“大稚若虞zx”：上次回成都出去玩，坐公交车，就
3路车。过了一站上来一个老年人，他上去的时候很吃力，
旁边的大叔就很自然地抬手把他拉了上去，挺感动的。


网友“青宇是我孩子气的神”：跟随侄子来成都旅游，后

来侄子去了重庆找同学，一个人回程。成都好人特别多啊。
遇到一个的士司机，人又热心又善良，送我去机场怕我找不
到登机口一路帮我拖着行李送上电梯，告诉我从哪里登机，
还说欢迎我下次再来成都，推荐我好景点。真的心里特别特
别暖啊。明明直接把我放到机场就可以啦，人家还不放心一
直送上电梯才走。

网友“提提翼神”：有次喝多了，在成温立交附近，身上
也没有现金，附近也没有ATM机。上一辆出租车就问师傅，
没带钱能不能送回去，师傅还是同意了，平安送到目的地。
隔了那么多年还是说句感谢！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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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评论员 刘琴
2017年春天的成都，生机盎然。这是从

春天破土而出的洋洋欣喜，是迎接夏之火热
的难抑激动。随着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的
召开，新的时间表正式开启。

成都，迎来又一个黄金5年。
时间总是这样，不仅以它的辉煌让人铭

记，更以它每一个承接的关键节点而让人难
忘。而尤其值得浓墨重彩标注的，是在这个
春夏，成都为自己将要建设的国家中心城市
加注了一个崭新的前缀：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这不仅是成都发展的高度、宽度、厚度、
力度和温度被重新标注，而且，成都发展由
此被注入一个博大而强健的灵魂。

从宏观看，这是一个“中国叙事”的“成
都表达”。

当“五大发展理念”照进波澜壮阔的中
国发展进程，以此为观照，作为“中国的成
都”，怎样去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
心城市，怎样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一重大
问题？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以何为遵循？

以何为指向？以何为路径？然且必然，以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统揽，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三大发展战略”和对成
都工作的总体要求，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
领，成为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灵魂依
归”和“基本表达”。

从中观看，这是一个“成都视角”的“中
国体现”。

如何以“五大发展理念”指引地方发展，
用地方实践的实证去深化对“五大发展理
念”的认识，从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伊始，
一场从理念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念，最终
由理念引导实践的“成都实证”就已经展开。

履新的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
平，用20多天时间的密集调研，就完成了其
中亮眼的一页。

从重大项目现场到民生服务一线，从市
民到企业家、从基层党组织到各区（市）县一
把手。一方面，“观察渗透理念”，新发展理念
为成都的主政者们提供了一幅历史地发展
着的世界图景，以及历史地发展着的思维方
式和价值观念，进一步深化着对成都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的发展动力、发展结构、发展条
件、发展战略和发展目的及其内在逻辑的新
认识。另一方面，“现实负载理念”，对国家使
命的责任担当，对现实问题的深沉忧思，对

为民情怀的执着坚守，又持续推动着成都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战略构建、视野拓展、观
念突破。

可以说，最终定型的成都建设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思想指导和
行动指南，以及这一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
下，成都新一届“班子”的“新打法”，其基本
指引，其灵魂，就是“新发展理念”。

“如果将人类社会比喻为地球上的一棵
大树，那么城市就是这棵大树的年轮。”城市
的建设和发展，总是在新旧之间来去匆匆。
一幅《清明上河图》，让我们慨叹中国历史上
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的缺乏，当我们回溯漫
长岁月，只能从“张择端们”的字里画间去回
味历史的辉煌；而当我们面临着资源约束的
日益趋紧，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生态系统
的日益退化，方才惊觉，科学发展理念下的
城市规划和建设，是何等重要。从这个意义
而言，一座城市发展蓝图的描绘，必须依靠
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真正意义的城市战略
家；而以新发展理念为灵魂的发展，方能真
正托得起一个国家中心城市，托得起成都
1600万人的幸福梦想。

如果说“新发展理念”为成都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注入灵魂，那么，“全面体现”则是

“新发展理念”这一“灵魂”能够真正闪耀的
必要条件。从“五个城市”建设看，既是对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的严格对标，更是
与“五大发展理念”的一一对应。只有全方位
提升城市能级、全方位变革发展方式、全方
位完善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生活品质，“五
个城市”建设才能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从增加“增强西部金融中心功能”，我们
看到对发展“时”与“势”与时俱新的准确把
握；从“天府文化”的创造性提出，我们则深
刻地体会到，我们的城市已经迈向马斯洛

“需求层次”理论的更高阶段，正向着满足人
民精神需求的新阶段进发。“新人才观”，“东
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一个个新概念、
新提法，既是理念的更新、认识的深化，也是
方法论的与时俱进；既与时代互为观照，又
与中国发展同脉共振；既承接了成都一代又
一代的发展接力棒，更开启了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的崭新一页。

成都首次提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这是时代的回声，也是历史的见证，是新的历
史起点上，成都发展理念的新发展新突破。

一个发展的“黄金5年”，已然来到。
这是每个成都人生活中如此重要的时

刻，这一刻，值得每个成都人驻足而望。从锦
里的十里繁华望过来，从玉林路深夜的市井
喧嚣望过来，从浣花溪的层层濯锦望过来。
成都，我们的城市，正将迎来发展史上前所
未有的深刻“新”变。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系列述评之一

黄金5年，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始终

“我站在旁边等我的抹茶拿铁时，有
个清洁工大叔走过来，问店里最便宜的冰
饮是什么，店员妹子说有6块钱的中杯冰
柠茶，大叔犹豫了一下说还是给我来一杯
吧，这天实在太热了。妹子回头吩咐里面
的店员给做了个大杯的，然后跟大叔说，
给你打个会员折扣吧，大杯的4块钱。”4月
28日，网友“kimiamber”在微博中讲述自
己在成都买奶茶时偶遇的温情一幕。

“店里其实并没有大杯4元的会员折
扣，店员妹子这做法，我觉得比直接送大
叔一杯冰柠茶更贴心。”“kimiamber”觉
得，所谓的会员折扣是美丽的谎言。“其
实我觉得大多数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都会去做小善事，只是这种事很少引起
大家注意。不到4天，这条微博超过1.3万
次转发，点赞1.8万次，评论近4000条，“成
都发布”等大V纷纷转发。

如果你在成都偶遇或感受过点滴
善意，即日起，都可以通过成都商报热
线电话86612222，或者在微博@成都
商报，在成都商报APP上报料私信与
我们分享，与这座温暖城市共鸣。

你在成都感受过哪些善意

环卫工买最便宜的冰饮
奶茶店员谎称5折售出

一名环卫工希望购买最便宜的冰饮，店员谎称打5折，售出一份4元钱的
大杯冰饮。这温情的一幕落入网友“kimiamber”眼中，他随即发出一条微博，
不到4天转发量超过1.3万次，点赞超过1.8万次，评论近4000条。

微博发出后，很多网友认为这种做法比免费赠送更贴心，上百人在微博
跟帖，分享自己感受到的点滴善意。

一个环卫工口渴了，去路边小店
想买杯最便宜的冰饮，店员给了他半
价，并给他换了大杯。这样的一个小
事，似乎不太圆满：免费不是更能体
现出关爱么？

但当事各方不这么看。环卫工人
认为自己自食其力，喝得起这杯水，
不需要别人施舍；店员认为应该给人
应有的尊重，免费反而不好。网友之
所以被感动，是半价冰饮里盛满的尊
严、尊重与友善。

毫不夸张地说，半价冰饮是一个
现代社会的应有写照：环卫工人也保
持着自食其力的尊严，路边小店店员
也心怀一视同仁的尊重和友善。没有
渴望不劳而获的沉沦；没有廉价同情
的施舍；没有高高在上的伪善。他们
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有尊严的活着，什
么是有尊重的交往，什么是恰到好处
的关爱。

二环路边小店发生的这一幕，虽
然微末如斯，但“人生大舞台”，给我
们留下了生动的形象。“舞台大世
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见闻
写出一个类似的剧本：辛苦而有尊严
的活着，无论高低贵贱的尊重，以至
推己及人的友善。 （马天帅）

一杯冰饮
盛满尊严尊重友善

半价冰饮
贵在尊重

艰辛修复
国内最大
出土漆器

成洛大道
三环至绕城
主车道开通

02

驾车从成洛大道返城不
用再绕行，2分钟即可通过
十陵立交。十陵立交新增两
匝道桥，使之实现全互通

03

脱盐7年脱水5年，极
有可能是古蜀王使用过的榻
已修复百分之八十，正在进
行最后的纹饰补全

环卫工人贾师傅在喝冰饮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大叔很自然地拉老人上车大叔很自然地拉老人上车

成都的哥多次热心助人成都的哥多次热心助人

环卫阿姨享半价冰糕环卫阿姨享半价冰糕

成都店员热情帮忙查询公交成都店员热情帮忙查询公交




在成仁公交站附近，成都商报记者
也见到了正在清扫街面的当事人、环卫
工人贾师傅。

53岁的贾师傅干环卫工作5个月，负
责成仁路一带道路清洁。贾师傅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喝矿
泉水感觉没什么效果，冰饮喝下去更解
渴，也更去热一些。两个之间价差也不太
大。”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喝那家奶茶店饮
品。“第一次是花了8元钱买的；第二次是

帮忙吆喝了几句，店员免费送的；第三次
就是这次4元价格购买的大杯。”他也隐
约知道，店员可能是故意便宜卖的，“非
常感谢他们。”

一边说话，贾师傅一边在清扫成仁公
交站街面。看到站牌旁的共享单车倒成一
片，贾师傅放下扫把，主动上前把单车扶起
靠好。“我就是见不得，看到了就顺手了。”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夏雨 采写

4月30日，成都商报记者在成仁公交
站附近找到微博中提及的奶茶店。十来平
方米的店面以各类饮品、冰激凌为主打商
品。下午3点过，3个店员在里面忙个不停。

店员邱女士确认，4月28日是有一名环
卫工人来买饮品。“其实那位环卫工人就是
负责这一带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他会
给我们笑一下当是打招呼。”这名环卫工人
询问最便宜的饮品是多少钱，“当时就推荐
6元一中杯的冰柠茶，这个确实是冰激凌之
外最便宜的，既解渴也好喝。”

“当时也是我们3个店员在，我们商
量了以后，决定以4元的价格卖一份大杯
冰柠茶给他，是觉得这样他接受起来会

更舒服一些，也更尊重一些。”事实上，在
该店并没有4元一杯的5折会员价格。“我
们老板很好，此前告诉我们遇到特殊情
况，3个店员商量后可以特殊处理，事后
再汇报。”到了晚上，邱女士才把事情告
知奶茶店老板。“老板很支持。其实有时
候晚上我们也会免费把一些饮品送给环
卫工。”直到4月29日晚，邱女士才从朋友
处得知这条微博，“当时就觉得是小事而
已，下面很多评论也非常暖心。”

“我们店从来就没有这种5折折扣。”
奶茶店负责人何先生表示，听店员说了
此事，“我觉得也是很小的事，当然也非
常认可店员的行为。”

温情一幕 引来超1.3万次转发

奶茶店方 从来没有5折的折扣

环卫工人 非常感谢店员的善意

新闻及时评

互动征集

据新华社电 为进一步加大
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力
度，今后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可以将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
域范围内流转使用。

近日，国土资源部印发《关于
进一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

贫攻坚的通知》，明确省级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可以将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使用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和片区外国定贫困县
扩展到省定贫困县，这将进一步
释放政策红利，使脱贫攻坚向纵

深推进。
国土资源部强调，各派驻地

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将把各地开
展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范围流
转使用工作情况作为督察工作重
要内容，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
监督检查。

国土资源部再出脱贫攻坚新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