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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随着第二阶段保电工作结束，内蒙古超高压
供电局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活动”保
电任务。作为维护自治区 500 千伏主网及“西电东送”供
电安全的国有特大型供电企业，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局提
前安排部署、科学制订工作方案，生产调度、变电、输电、
检修、信息通信各专业密切配合，全力保障北京及华北地
区供电安全可靠。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以来，该局针对保电工作期间用
电负荷情况与设备整体情况，结合保电工作开展应急演
练，对西电东送通道开展特殊巡视，并与公安、消防、气象
等多个部门联动，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电网安

全。本次保电工作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保障电网运行安
全，通过智能巡检机器人、输电线路在线监测、红外测温、
远程应急指挥、直升机、无人机巡检等技术手段有效掌握
所辖 500 千伏电网运行情况，全力确保“东送”供电安全。

作为中共中央授予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内蒙
古超高压供电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7 月 1 日，在各保电工作现场，保电人员收看收听庆
祝活动现场直播并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汲
取奋进力量，党员模范先锋，彰显责任担当，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圆满完成本次重大保电工作任
务，有力保障自治区及北京供电安全。 （王云龙）

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局
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活动”保电任务

内蒙古自治区是乳业大区，全国 1/5 的牛奶来自这
里，呼和浩特又被称为中国“乳都”。内蒙古自治区乳业
正处于转型升级、跨越关口的关键时期，奶业振兴必须
走高质量发展的路子。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立足于
自治区特色产业，紧紧围绕自治区“奶业振兴”发展策
略，坚持把金融精准服务奶业振兴作为政策性金融服务
的重要内容，积极主动承担奶业振兴责任，进一步放大
资金支持效应，加快项目审批时效，全面支持自治区奶
业振兴，助力自治区乡村振兴。

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不断加强与自治区奶业龙头
企业的合作力度，并通过龙头企业不断深化与上下游供
应链企业的金融合作。截至 2021 年 6 月末，进出口银行
内蒙古分行已累计为自治区核心奶业企业审批授信 57
亿元，已发放低成本贷款 21 亿元，充分发挥金融引领带
动作用。

下一步，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将进一步主动作为，
靠前服务，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加快推进金融
服务落实、落细、落地，服务奶业振兴。

进出口银行内蒙古分行积极主动承担奶业振兴责任

□新华社记者 关建武

“我要给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在建设
和改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打最高分。”吉
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日前在吉首都
比什凯克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
发展成为现代化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
着重要作用。”扎帕罗夫认为，中国共产党
始终捍卫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人
民的真诚拥护和热爱，这是中国共产党取
得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重要
原因。

扎帕罗夫特别提到中国的减贫成
就。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亿多人
摆脱贫困。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现行标准下全部脱
贫。“减贫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
中国成为全球减贫的主要贡献者，这是不
争的事实。”

“我认为，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得益于习近平主席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政
治智慧。”扎帕罗夫说，“他在国内和国际
关系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并正在推进深入
改革。他在规划国家未来和动员人民力
量方面树立了榜样。”

谈及吉中关系，扎帕罗夫说：“中国是
吉尔吉斯斯坦永远的邻居和朋友。我们
为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
豪，并高度重视这种合作关系。”

扎帕罗夫说，吉中两国之间的边界永
远是友好合作的边界，两国在大多数国际
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似。“吉尔吉斯斯坦
愿在开放和互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
中国的全方位合作，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

益。”
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之一。
“我们认为共建‘一带一路’是实施合

作项目以及发展基础设施的重要动力。”
扎帕罗夫说，吉尔吉斯斯坦将继续深化双
方在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旅游、能源、加
工业、农业和采矿业等领域合作。

他表示，吉方正积极致力于改善投资
环境。“创造有利的营商环境以及保护外
国投资者的权利是吉优先事项之一。我
们国家的大门始终向可靠的中国投资者
敞开。”

扎帕罗夫还着重谈及两国在人文领
域的合作。他表示，人文合作是吉中关系
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吉中在文化和教育领
域的密切合作为增进双方共同利益注入强
大动力。他说：“吉年青一代对中国的兴趣
日益浓厚。目前吉国内有4所孔子学院，
一些大学还开设了汉语系。与此同时，
4000多名吉留学生在中国大学学习。”

扎帕罗夫特别感谢中国为吉方抗击
疫情提供的有力支持。他说：“中国率先
有效控制疫情。中国不仅向吉尔吉斯斯
坦提供抗疫支持，还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
情。”

扎帕罗夫还积极评价上海合作组织
成立20年来取得的成就。他说，20年来，
上合组织已成为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
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保障地区国家
安全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扎帕罗夫说，吉中在双边和上合组织
多边框架下均保持密切合作。两国之间
的高度互信和积极互动将对上合组织多
边合作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新华社比什凯克7月19日电）

“我要给中国共产党的
伟大成就打最高分”
——访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百国百党看百年大党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张京品 李键
田金文

这是一份彪炳史册的答卷：驱逐帝
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粉碎其妄想“西藏独
立”的图谋，完成西藏和平解放；废除封
建农奴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把铁路
修到“第三极”，在“世界屋脊”创造了“短
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这是一连串令人动容的故事：十八
军军长张国华背女出征，三岁的女儿难
难成为进军西藏路上牺牲的第一个“战
士”；修建川藏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一人
牺牲；两次援藏后留藏工作的孔繁森，把
生命献给了雪域高原；对口援藏实施以
来，有 16 名援藏干部牺牲，仅 2020 年西
藏在岗牺牲的公务员就有 60 多人，是和
平时期牺牲最多的群体之一。

极远、极寒、极苦⋯⋯他们也是儿
女、丈夫、妻子、父亲、母亲⋯⋯

西藏和平解放 70年来，一代一代中
国共产党人舍弃常人所拥有的、放弃常
人所享受的，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
斗。他们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
海拔高境界更高，用身躯和高原环境作
斗争，用坚守诠释家国情怀，在巍巍高原
铸就了精神高地。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敬爱的爸妈：如果您的儿子在这遭

遇不测，请你们不要伤心⋯⋯在这次地
震中，你们的儿子没有退缩，总冲在前
头，保护当地老百姓安全，让他们安全转
移。”

这是 2015 年 4 月 29 日，共产党员、
边防战士邵明贵写下的遗书。

字迹虽有些潦草，却情真意切，英勇
悲壮。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发生 8.1
级大地震，西藏吉隆口岸成为“孤岛”。
人员分批转移，只留下坚守边防检查站
监护中队的21名官兵，其中有11名是共
产党员，他们当时写下遗书，以备不测。

“国门是国家的象征，国家把口岸交
给我们，我们就要坚守。”这是留守官兵
共同的心声。如今，邵明贵依然坚守在
吉隆口岸，守护着国门。

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共产党人把生
死置之度外，以坚定的革命精神，和“世
界屋脊”的恶劣环境搏斗，把一个个不可
能踩在脚下。

西藏空气中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
60% 左 右 ，是 不 少 人 眼 中 的“ 生 命 禁
区”。旧西藏阿里的地方政府曾扬言，将
不费一兵一卒，单凭高原的恶劣气候，就
能把解放军困死在藏北高原。

但高原的恶劣气候，从未能阻挡一
代代共产党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
西藏的脚步。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十八军军长张
国华发出“此去西藏，我是去给西藏人民
当长工的”誓言；十八军政委谭冠三和妻
子携手进藏，与年幼的孩子们天涯相思，
妻子还因在西藏流产落下终身疾病；进
藏部队官兵喊出“吃大苦、耐大劳”的口
号，实现了从“三年一换”向“长期建藏”
的思想转变。

数据显示：1951 年至 1978 年，中央

从全国调派 3 万多名干部到西藏工作；
1994 年至 2020 年，来自中央国家机关、
中央企业、对口援藏省市等单位的 9682
名优秀干部前来支援西藏建设。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
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
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
花。”一代代共产党人在西藏牢记初心使
命，克服种种困难，耐得住寂寞、忍得住
艰辛，与各族人民一道，在艰苦恶劣的条
件下，无私奉献青春年华，响应“长期建
藏、边疆为家”的号召，共同铸造了“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
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
宝贵的是精神。

在采访那曲市安多县原县委书记熊
川时，他说：“在安多工作 9 年，牙齿掉了
14颗。”

目前，熊川患有小脑萎缩、动脉血栓
等疾病，常年吃十几种药。熊川说，在西
藏没点精神是待不下去的，作为党的干
部，早已立下了“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的誓言，为了执行好党和政府的政策，让
群众过上好日子，身体上的疾病都能克
服。

永远跟党走是精神源泉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盼望已久的

心愿，今后我也会积极地学习党章，以身
作则、遵守党章、科学钻研专业，决心为
党、为人民的幸福，牺牲个人的一切，请
党组织考验我吧！”

已故“青稞博士”尼玛扎西在入党申
请书中这样写道。内容言简意赅，却饱
含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

出身农民家庭的尼玛扎西，幼年曾
经历忍饥挨饿。作为西藏第一位藏族农
学博士，尼玛扎西一生为青稞而生，为了
高原粮食增收，常年扎根在试验田里，培
育出“藏青2000”等青稞品种。

但正值青稞低头吐芒时节，2020 年
一场车祸，夺走了尼玛扎西 55 岁的生
命。把生命留在雪域高原的共产党员名
录上，又多了一个名字。

雪山处处埋忠骨，壮志未酬誓不休。
青藏公路建设的指挥者慕生忠，是

1933 年入党的老党员，在铁锹把上刻下
“慕生忠之墓”。他曾留下遗言，“如果我
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
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冲着拉萨的
方向。”

在川藏公路皮康崖险段，当地一个
旧贵族曾“预言”，“那是牦牛也爬不上去
的皮康崖，除非是神才能在那里修出公
路来。”筑路大军说：“我们的战士都不是
神仙，而是凡人。但我们有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生命有限，精神永恒。西藏自治区
党校教授万金鹏说，川藏、青藏公路通
车，青藏铁路、拉林铁路等重大工程建
设，在人类工程建设史上都是罕见的。
川藏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一人牺牲，这
种代价在世界公路修建史上是绝无仅有
的，青藏铁路更是打破了“有昆仑山脉
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的断言。如
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
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
精神，激励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高原建设

者。
“这些高原工程建设的奇迹以及背

后的牺牲，正是共产党人不畏艰难困苦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实践。”万金
鹏说。

阿里地区札达县楚鲁松杰乡，这座
祖国西南边疆极偏远的乡，四面大山环
绕，每年11月至第二年5月大雪封山，是
名副其实的“雪域孤岛”。乡干部职工住
的楼房没有上下水，只能生火取暖，常常
4个多月无法洗澡。

为什么不离开？乡长扎罗说：“不能
走啊！这里是边境，我们站立的地方，就
是中国。”

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更是
精神的对垒。西藏长达 4000 多公里的
边境线上，广袤的羌塘草原上，不少地方
常年白雪皑皑、寒风肆虐，数不清的党员
干部以家国情怀耐受寂寞，默默坚守。

俞江，河北援藏干部，阿里地区博物
馆副馆长。2016 年，曾作为志愿者筹办

《梦回古格》大型演出的俞江，被阿里地
委点名希望他能援藏。俞江说：“那时候
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爱人不干了。她
大哭说，不能去，如果要去，就要一起
去。”最后，俞江和妻子双双踏上了阿里
高原。援藏期满，夫妻二人共同选择调
藏工作。年过五旬的俞江，克服肺泡变
大、尿酸升高等病痛，一直为阿里传统文
化保护奔走。

恶劣的高原环境，对于西藏本地少
数民族党员干部，也是严峻的挑战。

初见安多县政协办公室主任秋加，
他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路一瘸一拐。直
到记者问起他的健康状况，他才脱下鞋
子：一双 38 码的脚不得不穿 40 码的鞋，

“痛风有点严重，脚已经变形了，鞋子小
了穿不上。”皮肤黝黑的秋加是安多本地
人，大学毕业后就没离开过安多。

“工作前十年我没有休过假。安多
条件虽差，可我是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
只有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服务群众，才能
不负组织的期望。”秋加说，现在办公、生
活环境好了很多，每年看病还能报销，他
和同样在基层的爱人心里很高兴，工作
热情饱满。

艰苦的高原条件，没能阻挡党员干
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决心。

2011 年以来，西藏已选派 20 余万
人次干部驻村，他们与农牧区群众同吃
同住同劳动，听民意、解民忧、帮民富。

如今，西藏彻底摆脱了困扰千百年
的绝对贫困问题，各族群众日子红红火
火。

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这些年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又有老

人，很不容易，我对不起你们。以后也没
有机会弥补什么了⋯⋯”

这是一封丈夫写给妻子的家书：故
事主人公是王镇成，1959 年响应国家号
召，从汕头海关抽调到西藏工作。这封
信尚未寄出，王镇成就因车祸殉职，生命
定格在29岁。

纸笔间，透露出王镇成的痛楚与不
舍，也是一些党员干部远离家乡亲人、为
西藏奋斗不息的真实写照。

共产党员的职责和使命，让他在艰
难中做出必然的选择，这就是服从大局，

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把对家人的爱升
华为对国家、民族、人民的爱。

孔繁森，领导干部的楷模。生前，他
两次援藏，后又留藏工作。“这是克服了
极大困难的。那时候，他的母亲高龄，妻
子身体不好，三个孩子尚年幼。”孔繁森
同志纪念馆馆长高杉说，“共产党员的党
性，首先在于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到人民
需要的地方战斗。”

学孔繁森精神，做孔繁森式好干部，
是西藏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党性信念的追
求。孔繁森那句“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
高境界是爱人民”，已经成为西藏党员干
部共同的精神财富。

尽管已经退休 10多年，回族干部王
惠生这个名字在阿里地区仍被口口相
传。

1950年出生的王惠生，18岁时作为
北京知青自愿支援边疆，到北大荒工作。
1981 年，他向组织请求到最偏远最艰苦
的阿里地区工作，在当地奉献 30 年直至
退休，用行动兑现了自己的入党誓言。

多名干部群众告诉记者，王惠生出
差常常跑去搭班车，禁止家属搭乘单位
的“顺风车”；他妻子进藏后，安排一份工
作本是容易的事，但他拒绝了，最后妻子
选择推车卖菜，一卖就是几十年；单位要
给他按副地级安排房子，他不要，仍住在
原来的老房子里⋯⋯

在阿里，孔繁森不是一个人，而是一
个坚强的集体。

李锋，陕西省援藏医生。2019 年援
藏时，家人朋友说，那里海拔那么高，那
么苦，那么远，能不能不去？“援藏是政治
任务，我最后说服了家人。”对于当初的
选择，李锋没有丝毫后悔。

2020年 6月 19日深夜，一个仓促的
电话催李锋迅速到噶尔县人民医院。到
达后，地区卫健委书记问他：“你是不是
共产党员？现在边境需要外科大夫，你
愿意去吗？”作为有着 10 多年党龄的医
生，李锋当即前往。此后的半个多月，李
锋在边境为边防战士巡诊。

共产党员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
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

平均海拔 4800米的那曲市尼玛县，
是西藏最艰苦的县之一。2019 年 7 月，
中国海油援藏干部付晓宇来到尼玛县，
看到当地落后的教学设施，就决心“让学
校变个样”。如今，尼玛县完全小学以崭
新的面貌呈现在师生面前。

前仆后继，迎难而上。西藏自治区
审计厅原驻村干部阿旺卓嘎，生前在墨
竹工卡县扎雪乡等地驻村，原本驻村是
一年一轮换，可她在基层一干就是 4 年
多，最后牺牲在驻村一线⋯⋯现在，驻村
干部已经轮换到了第10批。

数据显示，西藏目前共有党员 42.6
万名，他们正在不同岗位发挥着模范带
头作用，带领高原人民向着建设现代化
新西藏奋进。

雪域高原的圣洁美景，荡涤着人们
的心胸。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品
格，让这片高原不断焕发时代的荣光。

（新华社拉萨7月19日电）

坚守巍巍高原 铸就精神高地
——中国共产党人“世界屋脊”奋斗影像记

7 月 19 日，在贵州省麻江县宣威镇咸宁村，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李刚华
（左七）在向农民讲解水稻苗情诊断情况。目前正值水稻夏季管理关键期，南京农
业大学、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的农业专家深入贵州省麻江县的田间地
头，进行苗情诊断，并对夏季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等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为农
民水稻丰收提供技术保障。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农业专家田间地头“会诊”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