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革命老区到雄安新区
白洋淀迎来新生

“瓷娃娃”
在母亲背上长大
学成后成都闯荡

早晨7点过，成都金牛区九里堤
一栋电梯公寓，谯飞准备出门了。

双手压在板凳上，撑起整个身
体，一转身，左手搭上一旁的轮椅扶
手，另一只手跟上，又一个转身，整个
人便坐上了轮椅……也许因为长期
的磨练，谯飞做起这一套动作时虽然
看起来有些吃力，却十分娴熟利索。

每天坐着轮椅穿梭在写字楼里
的谯飞，是办公室里一道独特的“风
景”。但鲜有人知的是，谯飞几乎是
在母亲背上长大的。

上学后，母亲成了谯飞的双腿，每
天背着他上下学。在学校时，老师、同
学接替母亲，轮流背着他上下课。

勤奋的谯飞，没有辜负所有人的
期待。2011年，他以537分的成绩，
顺利考入宜宾学院。在大学里，编程
激发了谯飞的兴趣。“我渐渐觉得自
己对对称的图形很感兴趣，也喜欢用
数学公式解答问题。”

毕业后，家人觉得谯飞应该找一
个离家近的工作，但他觉得成都的工
作机会更多，想趁年轻出去闯荡一下。

2015年刚到成都时，谯飞满怀
信心，给好几家大公司投出了简历。
当收到offer时，谯飞高兴坏了，“可
一到面试环节，对方看见我的身体状
况，然后就没有了然后。”

这样的情况，谯飞经历了20多
次。“只要我在简历中写明了自己的
身体状况，简历几乎都石沉大海，再
没有消息。”眼看身边一个个同学都
找到了理想的工作，谯飞十分沮丧。

励志哥
三个月“免费工”
换来“技术一哥”

虽说被拒对谯飞而言仿佛常态，
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后来经朋友介
绍，成都一家科技公司正在招聘程序
员，谯飞决定再试一试。

求职的那天，母亲背着谯飞，来到
了这家公司。走进办公室，谯飞还没
来得及自我介绍，就被对方以不合适
为由婉拒了。公司负责人齐斌仍记得
当时的情景，“我当时还是有些偏见，
所以就拒绝了他”。但令他诧异的是，
这个被母亲背着的小伙子离开十分钟

后，再次出现在了自己的办公室。
这一次，谯飞是自己“驾着”轮椅

上来的。“他跟我说，你可以先试用我
三个月，我可以不要工资，三个月后
你再决定我的去留。”

或许是被谯飞的坚定和不服输
打动了，齐斌决定给他一次机会。于
是，谯飞得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说实话，他行动不便，如何上下
班和工作，我当时心里都是打起鼓
的。”齐斌说。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没过多久，谯飞不再让母亲陪伴独自
来上班了。原来，谯飞想了一个办
法，要走动或者上厕所就用一个儿童
玩具代步——坐在儿童车上蹬地前
行。再后来，谯飞更是在生活上“摆
脱”了母亲的照料，独自面对车水马
龙的城市。而来成都4年时间里，他
也依靠自己过硬的技术，成为了这家
科技公司的技术骨干。

身有残疾的谯飞爱笑，也异常风

趣幽默，公司里有他在的地方，气氛
都显得更为活跃。“这也是我最欣赏
他的一点。”齐斌说，4年的时间，谯飞
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当初留下他的
决定是正确的。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谯飞坐着轮椅
慢慢驶出公司大楼，来往的人会不自觉
多看他两眼，而他却突然靠边停下，久
久欣赏那一排排迎风摇曳的花树。

“也许，每个人抵达美景
的方式不同”

你觉得生活中最开心的事情是
什么？

谯飞：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饿了
的时候，外卖刚好到吧，其实我是一
个吃货，哈哈哈。

你最期望的是什么？
谯飞：以前我一个人可以坐公交

车到浣花溪公园晒太阳，有了地铁之
后，我可以轻松地到达几乎成都的每
一个角落，如果有机会，我想去看看
大海。

你的所有同事、朋友都评价你是
一个乐观的人，你怎么看待自己？

谯飞：也许，每个人抵达美景的
方式不同，但只要能抵达，我为什么
不满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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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文章对做好新形势下文化文艺工

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四点要
求：第一，坚持与时代同步伐。第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三，坚持以精
品奉献人民。第四，坚持用明德引领
风尚。

文章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70年砥砺奋进，我们的国家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在中华
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这都
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希望大
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
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
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
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
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
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2019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

今日在成都展开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尚智）

“2019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16
日在成都展开。本次活动将以“改革
创新谋发展·全域开放促合作”为主
题，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经
济合作局牵头。据了解，2019中外知
名企业四川行活动有参会企业570
家、客人1115人，其中包括董事长、总
经理等“一把手”363人。

据介绍，本次活动主要包括一场
主体活动，即“2019中外知名企业四
川行投资推介会暨项目合作协议签署
仪式”；6场专项活动分别为2019“一
带一路”华商峰会、“一干多支、五区协
同”开放合作阶段成果展、2019四川
—境外企业产业合作对接会、百名知
名企业家投资四川交流座谈会、海峡
两岸电子信息产业对接交流系列活
动、“千家名企进市（州）”经贸考察活
动。值得一提的是，“千家名企进市
（州）”经贸考察活动将安排五条考察
线路，集中在4月18日组织引导参会
企业深入进市（州）。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郁亮、格力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
据介绍，活动参会企业有570家、客人
1115人。其中，央企24家，世界500
强企业52家，中国企业500强43家，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8家，行业领军
和知名跨国公司311家，知名机构和
商协会52家，其他机构和商协会60
家。

省经济合作局项目管理处处长王
君臣透露，此次活动，将重点围绕四川
省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重
大基础设施和重要改革领域，拟推出
对外招商的投资合作项目1900多个，
涉及投资总额3.18万亿元。其中，农
业项目190多个，投资额1200多亿
元；工业项目近800个，投资额近1.1
万亿元；服务业项目740多个，投资额
1.2万多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190多
个，投资额7100多亿元。

2019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

成都党建引领基层卫生健康
服务示范单位公益评选启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彭戎）平常
有个头痛脑热，您是选择去大医院排
队候诊还是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看医生？您所在的社区、乡镇有哪
些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值得信赖？为全
方位聚焦成都基层医疗卫生健康服
务，广角度展示基层医疗机构党建创
新亮点和优秀家庭医生风貌，由成都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华西都市报、
华西社区传媒联合主办的成都基层卫
生健康服务高峰论坛暨“成都党建引
领基层卫生健康服务示范单位”公益
评选活动今日正式启动。

即日起，组委会将开通互动通道，
请广大市民推选您身边的党建引领基
层卫生健康服务示范单位、基层卫生
健康工作先进集体、社区卫生服务示
范家庭医生团队（个人）、优秀社区儿
科医生（中医）、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先
锋人物。主办方将设置专题页面，展
示候选机构和个人的先进事迹。通过
记者走访、市民反馈、专家评审等环
节，最终评选出“成都党建引领基层卫
生健康服务示范单位”、“成都基层卫
生健康工作先进集体”、“成都社区卫
生服务示范家庭医生团队（个人）”、

“优秀社区儿科医生（中医）”、“成都基
层卫生健康服务先锋人物”等奖项，褒
扬基层卫生先进典型，为市民放心就
医当好参谋。

参与对象：大成都范围内所有卫
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两年内无
重大医疗事故的全科/家庭医生。

评选标准：评选采取单位自荐、市
民推荐、征求社会意见、互动展示、专
家评审、社会公示等形式和程序，在此
基础上，产生最终获奖名单。

推荐通道：

1、热线：拨打86969380推荐。
2、微博：私信@华西都市报或@华

西社区报推荐
3、关注“华西社区报”官方微信，

发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
院）名称或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名
字+推荐人姓名+联系方式”。

红色精神依然闪闪发光
四月的白洋淀，春风拂面，新苇吐

绿。
今年68岁的王木头每天一大早就

来到村口的码头，摇着小船走水路到白
洋淀抗战纪念馆上班。作为讲解员的
他，白洋淀畔的红色故事讲了一辈子。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
踪。千顷苇塘摆战场，抬杆专打鬼子兵
……”王木头说，这首记录抗日战争期
间雁翎队神勇表现的民谣，至今仍在白
洋淀一带传唱。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
泊，143个淀泊星罗棋布，3700条沟壕
纵横交错，是天然的游击战场。王木头
说，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淀区人，拿起猎
枪、渔叉、大抬杆土炮，组成了雁翎队。

打鬼子、端炮楼、除汉奸……从
1939年成立到1945年配合主力部队
解放安新县城，雁翎队由最初的20多
人发展到120多人，与敌军交战70余

次，击毙俘获日伪军近千人。
雁翎队打鬼子的故事，鼓舞了一代

又一代人。“多年来，听我讲解的游客超
过了200万人次。”王木头说，为了让更
多人了解雁翎队，我会一直讲下去，直
到讲不动为止。

70多年后，“雁翎队”精神，依然闪
闪发光。

雄安新区的设立，让白洋淀旅游热
愈发升温。2018年，白洋淀景区接待
游客量达到270.9万人次。

不仅红色文化在传承，还有活跃跃
的创造。王木头说，大家现在都为新区
建设而奋斗。

让“华北明珠”重绽风采
年初，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传来：

2018年白洋淀淀区主要污染物浓度实
现“双下降”，总磷、氨氮浓度同比分别
下降35.16%、45.45%。

47岁的安新县赵庄子村村民赵辉
说，白洋淀能变干净，他的渔网被清除

值了。
白洋淀对于维护华北地区生态环

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誉为“华北
之肾”。但上世纪60年代起，受气候干
旱、上游断流等因素影响，白洋淀干淀
现象频发。粗放式发展更使白洋淀陷
入了污染的恶性循环。

蓝绿是雄安的底色。根据规划，雄
安未来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雄
安新区开好局、起好步，重要基础是保
护白洋淀生态功能和强化环境治理。

新区设立后，在白洋淀环境综合整
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606个有水纳污
坑塘全部完成治理；强化133家涉水企
业监管，严格整改提高标准，不达标的
全部停产整改。

2018年，新区清理白洋淀围堤围埝
及沟壕水产养殖741处，养殖面积9.1万
亩；排查、整治河道、淀区两公里范围内
入河入淀排污（排放）口11395个。

这一年，养了8年水产的赵辉，带
头将渔网清理掉。“开始清除渔网时，心

里不好受，毕竟靠着它养家糊口，多的
时候一年能赚几十万。”

污水处理设施建起来了，每家每户
的污水全部收集，如今的赵庄子村，白
墙灰瓦、小桥流水，是白洋淀最吸引游
客的地方之一。“新区设立后，我们村变
美了，设施改善了，一定会有更多的人
来白洋淀游玩。”赵辉说，今年计划开个
淀上荷园度假村，转型搞旅游。

守住文化根脉留住记忆乡愁
白洋淀文化资源丰富，作家孙犁笔

下的荷花淀，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无不
令人神往。在这里，有圈头烈士祠、赵
北口戏楼等历史文物古迹，也有安新芦
苇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新城市要立得住，关键要传
承好自己的文脉。”河北省委常委、副省
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陈刚表示，雄安新区在大规模规划建设
之前，就主动对历史文物、历史风貌、文
化遗存进行保护，启动了“记得住乡愁”
专项行动计划。

雄安新区活跃着一大批民间艺术
团体和个人，雄县古乐、安新圈头音乐
会、容城沙河营百年剧团……他们以农
民为生力军，世代相传，为当地民众文
化生活、艺术修养的养成作出了贡献。

新区成立工作专班，深入村庄一线
调查走访，并将非物质类乡愁遗产的类
型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等十几个类
别，目的是引导群众树立文化自信，为
新区规划建设注入文化力量。

雄安新区规划研究中心规划组组
长夏雨介绍说，新区规划建设局对“乡
愁点”开展校核、补充、录入地理信息系
统，一批承载着雄安新区人民记忆，凝
聚着新区传统文化基因的乡愁遗存被
登记造册、建档存根，形成了总数为
2367项“乡愁点”的数字坐标总图。

据新华社

封 面 人 物 大 型 系 列 报 道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白洋淀，曾是英雄雁翎队伏击日
寇的主战场，镌刻着鲜明的红色印
记。历史与未来在这里交汇。如今，
这里是雄安新区生态建设重要战场，
书写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传奇。

爱国情 奋斗者

20多次成都求职被拒后

泸州“瓷娃娃”程序员
如何炼成“技术一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申梦芸 李秀江

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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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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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新闻微博、微信等平台
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欢
迎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骨折，几乎伴随了谯飞28个年
头。

1991年，谯飞出生在四川泸
州。刚出生几天，他就被查出患有
罕见的“先天成骨不全症”（俗称“瓷
娃娃”），身体极度脆弱，摔一跤都会
骨折。

谯飞却很励志。这个身高不到
90cm的28岁小伙，如今是一家软
件公司的程序员，正在研发一款解
决家居行业痛点的软件。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对 | 话

4月10日无人机拍摄的雄安新区安新县赵庄子村。新华社发

谯飞（右）点亮生日蜡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