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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3日，伶仃洋上，一道长
虹横卧波澜。

这是人类建设史上迄今为止里程最长、
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设计使用寿命最
长的跨海公路桥梁——港珠澳大桥，被称为

“新世界七大奇迹”。
你知道吗？这个被称为世界奇迹的世

纪工程中，80后、90后青年，已经崭露头角！
2018年11月3日，全网沸腾。
当天，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在韩国

仁川进行决赛，中国iG战队3-0零封FNC
战队，捧得了S8总决赛的冠军奖杯，夺得了
LPL赛区的首个全球总决赛冠军！

7年时间，所有的挫折都化为了荣耀，这
群“打游戏”的青年，用坚持和成绩冲破世俗
的眼光。

……
是的，坚守、实干、创新、活跃、开拓……

从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的新青年
身上所具备的优秀品质。

时代，驱动着新青年不停向前奔跑；奔
跑的新青年，也在驱动着时代的发展。

新青年，已经成为时代的主角。
新时代扑面而来，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处于人生之华的青年，意气风发。历史洪流
中，有一些人，闪闪发光，他们向上的姿态，
正合聚成一股力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嫦娥四号”开启人类首次月背之旅，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投入深海科学考
察，全球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通车，四
川最长、中国第二长、世界第三长的米仓山
隧道一洞穿越川陕……上天入海、开路架
桥，这些大国工程背后，80后90后青年已担
当责任。

意外走红网络的云南楚雄大姚县80后
“白头干部”、放弃国外发展前景选择与祖国
发展同频共振的女“学霸”、放弃城市工作回
乡利用移动互联网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村
支书……还有一群青年，他们把青春的舞台
放在了基层，用同样的汗水书写出不一样的
青春。

青年，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始终紧紧相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

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
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
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
一代的。”

前路漫漫，因为有了这些新青年领跑
者，未来可期。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之年，
向那些默默付出的新青年致敬。即日起，由
封面新闻发起的“新青年 上封面”封面人物
大型公益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面向全网8亿网友，在文化、创
新、公益、科学、艺术、体育、商业等多个领域
中，寻找具有开拓、创新、实干精神的行业领
军青年人物，从媒体的视角展现中国当代新
青年的风采，解读他们对时代发展进程产生
的积极影响。

2月底，封面新闻将从网友推荐、专家评
审通过的青年中，选出10名具有时代代表性
和影响力的新青年授予“封面人物”的称号。

2018年，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
你？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今天推荐平台正式开启，欢迎
您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平台，推
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新
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封面新闻
的微博、微信等平台的相关稿件下
方留言，向活动组委会推荐候选人。

推 荐 方 式

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得
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1
评选标准：

年轻：14-40周岁

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热爱社会主义2

3 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
尚，甘于奉献

4 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造

5

奋力奔跑的 谁是你心中的封面青年？
“新青年上封面”封面人物大型公益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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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习主席唱歌的小女孩：

长高了更大方了
新年第一天，海拔2500米的三

河村天气晴朗。屋顶上、田野里、树
林中，前两天下的雪，还没有化完。

进村之后，公路左边有一条石板
路，往里走，远远就看到两名身穿彝
族服装的小女孩在路边蹦蹦跳跳。
见有人到来，她们挥手打起了招呼。

个子高些的女孩是10岁的吉好
有果，旁边的是她5岁的妹妹吉好有
莫。

2018年 2月11日上午，习近平
来到三河村，听吉好有果唱了一首
《国旗国旗真美丽》。歌曲唱完后，习
近平带头鼓掌，称赞她唱得好，发音
很准。

吉好有果唱歌的这张照片，经媒
体报道后广为流传，她也因此出了
名。与去年那个稍显羞涩的女孩相
比，现在的吉好有果长高了，也大方
了很多，依旧活泼可爱。

如今，吉好有果已经是小学三年
级学生。 过去一年，她参加了很多次
表演，站上了央视舞台，还到莫斯科
参加了公益活动。过去一年，更多的
人听到了她那首动听的《国旗国旗真
美丽》。

“在学校里，我学会了很多新歌，
也认识了很多新字。”吉好有果说，新
的一年，她最期盼的是住进新房子。
新房子长什么样，她没有什么概念，
只是说，新房子会很漂亮。

习主席牵挂的凉山三河村
今年春节前 全村搬新家
村民吉好也求：想邀请习主席来看看我们的新家

·封面直播·
直播走进三河村
超百万网友观看
1月1日下午2点，封面新

闻以《大凉山暖暖新年 走进习
主席牵挂的村民家》为题进行了
一场网络直播，记者走进村民吉
好也求、节列俄阿木家，探访了
新居安置点，呈现了这个村子这
一年来的新变化。

本次直播截至当天下午 5
点半，封面新闻客户端共计
61.5 万人观看，华西都市报微
博、封面新闻微博、手机百度客
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共计
51.9万人观看，全网超过112.8
万人观看。

·记者回访·
告别土坯房
春节前

319户将搬新家
从吉好也求家出来，步行

10多分钟后，就是村里的新居
安置点。现场，一排排新房主体
已经完工，房梁已经搭好，就等
着盖瓦了。

因村民居住分散，按脱贫攻
坚规划，三河村将整体实施易地
搬迁，共需解决319户群众的安
全住房问题。其中，151户贫困
户搬迁，168户非贫困户随迁。

张凌说，根据村情实际、群
众意愿，按照方便群众就学、就
医的原则，全村的安全住房建
设，共选了9个安置点，2018年
4月27日集中开工。

其中，1号安置点结合乡村
振兴计划和乡村旅游，采用半
木结构，结合彝族传统民居设
计，目前，29栋安全住房的主体
工程已完工。5号安置点，采用
砖混结构设计，目前8栋住房
主体工程已完成。其他7个安
置点，采用轻钢结构设计，目前
基础工程已完成，钢结构进场
施工。9个安置点的安全住房
预计于在今年1月底前完成，
在春节前，全村村民就能搬入
新家。

张凌说，除了搬新家，村里
产业发展的短期增收目标也已
经实现，前景令人期待，“2019
年，三河村的乡亲们将撸起袖子
加油干，一起脱贫奔小康！”

阿克鸠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肖洋徐湘东 凉山昭觉摄影报道

村民吉好也求：

没想到习主席
会提到我的名字

吉好有果的父亲吉好也求，热情地邀请
记者到他家中坐一坐。

吉好也求家，是年代久远的土坯房。走
进屋子，右边是床，左边是火塘，熏着天花板
上的香肠腊肉。堂屋正中，挂着2018年2月
11日，习近平来到村子的照片，以及与他们一
家人的合影。

“完全没有想到，总书记会提到我的名
字。”吉好也求的普通话很不标准，夹杂着彝
语和四川话，但这并不妨碍他表达心中的激
动。他说，去年习主席来到他家，这次在新年
致辞中又再次提到了他，这让一家人很是振
奋，也备受鼓舞。

“习主席‘卡沙沙’（感谢之意），我们的生
活越来越好了！”吉好也求统计了一下，2018
年，他家通过种植经济林木，养牛、羊、鸡，以
及外出打工，总收入64000多元，实现脱贫没
有问题。

新的一年，他最期待的，其实和女儿
一样，就是在春节前告别土坯房，搬进新
家，“我们想邀请习主席再来我们这里看
看！”

三河村第一书记张凌：

今年村子肯定脱贫
从地理位置来看，三河村位于昭觉县西

南部，距307省道9.6公里。这里平均海拔
2520米，为高寒山区，全村有阿基、洛达、呷
尔、日子等4个社，总人口1698人，全部为彝
族。村子面积很大，村民居住十分分散，多数

村民住在条件简陋的低矮夯土房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有 151 户、789 人，贫困发生率
46.47%，是典型的彝族聚居贫困村。

这样一个基础条件差村子，村民如何脱
贫？产业如何搞？房子如何修？都是脱贫攻
坚中，需要逐个解决的问题。

“2018年，三河村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三河村第一书记张
凌说，在产业上，发展“短期+中期+长期”相结
合特色种养殖产业，发展土豆、豌豆、光叶紫
花苕、花椒、核桃、云木香等作物，养殖土鸡、
乌金猪、西门塔尔牛、半细毛羊。同时，通过
农民夜校等，为村民提升建筑、厨师、养殖等
方面的就业培训。

张凌说，在听了习主席的新年致辞后，他
和乡亲们都非常激动，没想到习主席还记挂
着大家，“2019年，村子肯定脱贫，两不愁三保
障的目标，在年底也能实现！”

2018年12月31日晚，习近
平主席发表了2019年新年
贺词。贺词中提到，2018

年，在四川凉山三河村，他看望了村
民吉好也求、节列俄阿木两家人。

三河村，位于凉山州昭觉县三
岔河乡，是大凉山腹地的一个偏远
贫困山村。2018年 2月 11日，习
近平来到村里看望彝族群众。在吉
好也求家，吉好也求的女儿吉好有
果为习近平唱了一首《国旗国旗真
美丽》。在村民节列俄阿木家，习近
平与干部群众在火塘边谈心，为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支招。

2019年1月1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再次回访三河村。不
到一年时间，村里已经发了巨大变
化，今年春节前，全村都将告别土坯
房搬进新居。村民们也向习主席发
出热诚邀请：请来看看我们的新家！

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提到的三河村村民吉好也求春节前将告别土坯房。

1月1日，吉好有果（左一）和妹妹弟弟在一起。正在加紧建设的三河村新居安置点。

据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1月1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古巴革命胜利60
周年向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古巴
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
尔致电，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在致劳尔第一书记的贺电中指出，60

年来，在古巴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古巴政府和人
民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伟大成
就，中国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高度赞赏
和祝贺。中古两党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
变幻考验，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成为好朋友、好同
志、好兄弟。我高度重视中古友好关系发展，愿
同你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继续阔步前行。

习近平就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
向古巴领导人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