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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给71集团军某旅“王杰班”全体
战士回信，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坚定
信念、苦练本领、再创佳绩，努力做

新时代的好战士，在人民军队的大
熔炉中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并向
战士们和家人致以新春祝福。

习主席始终心系基层，情系
官兵。2017年12月13日，习主席视

察71集团军，专程来到伟大的共
产主义战士王杰同志生前所在
连，深入“王杰班”座谈交流，勉励
全班同志发扬光荣传统，不断取
得新的成绩。

习近平给“王杰班”全体战士回信，勉励他们努力做新时代的好战士

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中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

亲爱的用户朋友们：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感谢您

与成都商报携手跨入2019年。
相伴25载，我们用具有学识、

见识、胆识的高质量新闻传递正能
量；网络环境纷扰，我们用具有锐
度、深度和温度的优质报道回报您
的阅读。回望2018，媒体变局剧
烈，我们守正出新、开创新局，将成
都商报客户端升级为红星新闻客
户端，“商报”与“红星”的融合大
幕正式拉开。商报正年轻，未来看
红星，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向前
的不竭动力。

新的一年，成都商报继续与您
相依前行，拥抱未来。2月4日（除
夕）～2月10日（正月初六），我们的
报纸将与各位暂别7天。期间，红星
新闻客户端、红星新闻微信、红星
新闻微博、成都商报官方微博、成
都商报官方微信、“谈资”“四川名
医”“成都儿童团”等新媒体平台及
新闻热线86612222则将不间断地
陪伴各位，滑动手机屏幕，服务从
指间即刻启程。

祝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成都商报社

2019年2月2日

春节将至，年味愈浓。如何过年
是一个恒久的话题，如何在年复一
年的春节报道中找出新意，让媒体
人颇费思量。连日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新春特别策划《最温暖的逆
行——进城过年》系列报道，将视角
指向了“逆行过年”的温暖家庭，正
是对当下过年新方式的一种最美记
录，一种最新诠释，也是对新时代新
变化的敏锐感知。

这组报道为何能引起网友们广
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因为每一
个看点都敲击着受众的心。可以说，
人们关注的“进城过年”，正是应时
而生的“新乡愁”，是城市与乡村的
一次新对话。

正如策划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所
言：家在哪里，人在哪里，年就在哪
里。这个春节，“家”定在了成都，

“人”来到了成都，“年”就在成都过。
当父母打破了春节回家过年的

“家规”，千里迢迢到成都和孩子团
聚；当父母扛着家乡美味，从湖北来
到成都让儿子儿媳吃上一口“乡
愁”……我们当然知道，这里的“成
都”，就是人们心里“大城市”的代称。

打破的常规里，乡愁的意义正
渐渐发生变化。把家乡的记忆带到
城市，是一种乡愁；在城市复原乡村
的习俗，也是一种乡愁。无论身在何
方，只要有“家”的味道，就有“年”的
滋味。

同样，家，也逐渐在人们心中发
生了变化。在数十年流动的时光里，
很多人在乡村有一个家，在城市也有
了一个家。曾几何时，横跨千里的汽

车方阵、摩托大军，候鸟一
般迁徙翻山

越

岭也要回到家乡过年。如今，我们也
可以在城市的家幸福地过年。返乡，
说明“家”在原乡；进城，意味着“家”
在城市。“家”是归属感的体现，进城
过年，也正说明城市已经给了“乡村
人”足够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随着中国城市化率不断提升，
城市居民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曾经
每到年关就返乡的年轻人经过多年
打拼，终于在城市站稳了脚跟，成了
家、立了业、生了子。在他们生命流
动的血脉里，不仅有难以割舍的故
乡，还有陪伴他们成长的城市。在他
们心底，城市已和故乡没有太大区
别，都给予了自己成长的养分，有力
的支撑，都让他们在心底产生了浓
浓的“乡愁”。

对于父母来说，有孩子的地方，
就是家；对于孩子来说，有父母的地
方，就有乡愁。春节团圆，对于整个
家庭来说，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当父辈用一双新奇的眼睛打量
孩子所在的城市，城市与乡村就有
了一种新的碰撞，这种碰撞是观念
与观念的交流，是风俗与风俗的对
话，是一个具体的人与城市的相遇。
这碰撞产生的火花，照亮了城乡融
合的道路，也让父辈们渐渐了解孩
子所在的城市，从不习惯到习惯，从
习惯到喜欢，最终融入城市生活。

走在宽阔的城市大街上，徜徉
在城市绿道公园里，我们都是同一
张面孔，已经分不清城市人和乡村
人，也无需分清你和我。

这些年来，城乡之间正持续经
历着融合与转变，“乡村振兴”与“城
市化”就像奔跑在现代化道路上的
两列动车，当一排排簇新的小楼在
乡间拔地而起，当一个个图书室在
乡村的公共空间建立……以前“二
元”城乡的鸿沟正在逐步填平。

逆行，折射出现代生活对乡村
的一种反哺；逆行，也是现代生活的
大势所趋。

这种认可恰在今年体现得特别
充分，我们相信，这样“最温暖的

逆行”会在今后的农历新年
中成为常态。谁会保证今

后的城里人不会在新
年进行“乡村逆行”，

从而也成为一种
常态？

（车前草）

习近平春节前夕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向广大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祝伟大祖国繁荣吉祥

最温暖的逆行
乡愁与城市的最美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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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成华公园，夜游锦江灯光秀 摄影记者 陶轲

树木上垂下一束束灯条，灯光
闪烁流动之间，仿佛下起流星雨
……今年春节，成都市民可以在琴
台路、天府芙蓉园等热门景点大饱
眼福，享受一场场光影秀。近日，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接连探访了
夜色中的琴台路、天府芙蓉园、天府
广场、夜游锦江沿岸节点等点位，见
证光影演绎的文化与视觉盛宴。

琴台路灯光秀利用全息影像
技术，在亭台中生动呈现出卓文君
与司马相如动人的爱情故事，还将
激光投射在雕塑上，展示皮影戏等
历史文化遗产瑰宝。

在天府芙蓉园近1000平方米
的“耿耿星河”上，盛放着芙蓉，在
蓝花楹广场、音乐喷泉广场等景观
点，还设置了七大主题彩灯组团。

在天府广场，通过3dmapping
精准对位投影、穿越沉浸式体验空
间等高科技手段，打造出龙腾新
春、水雾激光、山海经等灯光秀。

在成华公园，草地、树木间都
点缀着造型各异的彩灯，一旁的
339电视塔塔身上则被投射出各种
图案，共同组成了绚烂的夜游锦江
灯光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
习记者 曾那迦

光影盛宴来了

据新华社电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农历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
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考察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向全国各
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祝各族
人民幸福安康，祝伟大祖国繁荣吉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陪同考察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筹办工作。

冬日的北京，阳光万里，碧空如
洗。2月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和市长陈吉
宁陪同下，深入机关、社区、冬训中心
考察调研，给基层干部群众送去党中
央的关心和慰问。

上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北京市公

安局，通过视频连线一线执勤民警，向
他们表示诚挚慰问，叮嘱他们注意安
全、保重身体，并向全国广大公安干警
拜年。在北京市公安局一层大厅，习近
平同公安英模和干警代表一一握手。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确保首都社会稳定，北京市使命光
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统筹推进
各方面工作，坚决完成好任务，让党中
央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

临近春节，北京城内年味渐浓。习
近平来到前门东区，沿草厂四条胡同
步行察看街巷风貌，听取区域规划建
设、老城保护、疏解腾退、人居环境改
善等情况介绍。他强调，一个城市的历
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
生命的一部分。要把老城区改造提升

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
起来，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
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
融为一体。

习近平先后走进两个居民院落，
了解老城区改造后居民住房条件改善
情况。看到总书记到来，大家都很激
动，纷纷向总书记问好。居民侯雅明现
场写下一副春联，给总书记拜年。习近
平高兴地拿起一幅“福”字，亲自贴到
门上，给这里的老街坊们拜年。习近平
表示，中国共产党的追求就是让老百
姓生活越来越好。在朱茂锦家，习近平
同他们一家人包饺子、炸饹馇、聊家
常。习近平强调，党中央十分关心老城
区和棚户区改造，就是要让大家居住
更舒适、生活更美好，解决好大家关心

的实际问题，让大家住在胡同里也能
过上现代生活。

草厂四条“小院议事厅”和物业服
务站，是社区公共事务的议事平台，也
承担着重要的社区服务功能。习近平
对这种做法表示赞赏。他指出，设立

“小院议事厅”，“居民的事居民议，居
民的事居民定”，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
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提高社区治
理和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接
着，习近平来到物业服务站，看望慰问
了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员工。走
出草厂四条胡同，附近的居民们挤满
了街道，大家热烈鼓掌，纷纷向总书记
问好。习近平给大家拜年，并向全国各
族人民致以新春祝福，祝各族人民不
断过上更好生活，祝国家日益繁荣昌

盛，祝人民家和业兴、新春愉快！
返回途中，习近平临时下车，走进

一家路边小餐馆，同店主和顾客热情
交流，并祝他们生意兴隆。随后习近平
来到旁边一个快递服务点，看望仍在
工作的“快递小哥”。习近平指出，“快
递小哥”工作很辛苦，起早贪黑、风雨
无阻，越是节假日越忙碌，像勤劳的小
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为大家生活
带来了便利。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就业
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创造更多
就业岗位。

下午3时30分，习近平乘车来到石
景山首钢园区。首钢石景山钢铁主流程
停产后，北京冬奥会组织委员会落户于
此。习近平走进北京冬奥会展示中心展

厅，不时察看、询问，了解到筹办工作有
序推进，他表示，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要全面
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
念，充分考虑场馆的可持续利用问题，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筹办任务。

延庆赛区场馆正在抓紧建设，习近
平通过视频连线场馆建设者，给他们拜
年，并向所有奋战在冬奥会场馆建设一
线的建设者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
平强调，要坚持奥运标准，倒排工期，
有序推进场馆新建、改造和重大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按期保质完工并
投入使用。要突出科技、智慧、绿色、节
俭特色，注重运用先进科技手段，严格
落实节能环保要求，保护生态环境和文
物古迹，展示中国风格。 紧转02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斐）继1月26日农民工服务保障
工作专题会和1月28日市政府安委
会2019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分别部署农民工服务保障及城市
安全生产工作后，昨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罗强前往我市部分交通站
点、农贸市场和加油站，实地检查
农民工服务保障、市场保供、安全
生产和应急值守等工作，就抓实抓
细抓好农民工服务保障，强化节日
期间保供稳价和食品安全，层层压
紧压实安全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底
线进行再强调、再部署。

经过多次专题部署，农民工服
务保障各项工作是否抓实抓细抓
好？罗强对此十分关心。来到成都
东站客运站，罗强径直前往农民工
平安返乡服务岗、爱心驿站等便捷
服务站点，实地察看站点布置、服
务咨询、免费食品和热水供给等情
况，与爱心驿站内候车的农民工朋
友亲切交谈，询问他们日常工作生
活状况，对他们为祖国建设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并致以节日问候。
罗强说，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我们将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切实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农
民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
处，并按照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广州

召开的川籍农民工座谈会上的部
署要求，全力解决农民工急难愁盼
的服务保障问题，引导全社会形成
关心关爱农民工浓厚氛围。希望大
家继续努力，将事业越做越旺，生
活越过越好。

小小菜篮子，连接大民生。在
和平农贸市场，罗强与商家、市民
深入交流，实地检查农副产品保供
稳价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求有
关部门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让
市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全、吃
得健康。科华中路桂溪加油站位于
城市中心区域，农历春节临近，加
油出行的车辆骤增。罗强进入加油
站卸油区、监控室等地，详细了解
安全措施落实、消防设施配备、安
全设施运转等情况，叮嘱有关负责
人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应急演练，
做好值班值守，提高风险防范能
力，确保加油站安全经营。

检查中，罗强一行还实地察看
了派出所值勤点应急值守、客运站
进站安检、乘客实名制管理、客运
车辆管控等有关情况，并对节日期
间坚守岗位的全市各战线工作者
表示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
作风，努力工作、尽职尽责，用辛勤
付出换来平安、欢乐、祥和的新春
佳节。

市政府秘书长周先毅等参加
检查和慰问。

强化服务保障 压紧压实责任
让市民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罗强检查春节前农民工服务保障、市场保供、安全

生产和应急值守等工作

数字背后
是市民生活
高品质提升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思想 新时代 新天府

2018年成都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1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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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了 高速路通了
进城过年方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