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上海7月28日电（记
者丁玫、龚雯、温竞华）在 G60 高
速公路边上，一片绵延 1.5 公里的
大型建筑让人过目难忘，数栋大
楼的屋顶由网状屋盖相连，如波
浪一般高低起伏。这个位于上海
西南门户松江区的建筑名叫 G60
科创云廊，它不仅是上海科创的

“新地标”，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新光带”。
　　走进 1300 平方米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规划展示馆，140
多件展品让人目不暇接：可爬坡
越沟、适合复杂地形的消防灭火
机器人，应用水深达 8000 米的
海底电缆，全封闭全自动细胞培
养设备，具有人脸识别趣味互动
功能的智能试衣镜……
　　记者在现场获悉，无论是国
之重器还是民生好物，它们都来
自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今
年被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从
秉持新发展理念的基层生动实践
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自
2016 年在上海市松江区启动建
设的 1.0 版，到 2017 年升级成
为连接沪嘉杭三地的 2.0 版，再
到 2018 年的 3.0 版，依托 G60
高速和沪苏湖高铁等交通大动
脉，串联起上海松江，江苏苏州，
浙江嘉兴、杭州、金华、湖州和安
徽宣城、芜湖、合肥九地。五年来，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含金
量”和“含新量”不断提高。
　　成立于 2016 年、与这条科
创走廊同岁的安徽省东超科技有
限公司，因一款应用了可交互空
中成像技术的无触摸终端在疫情
期间“走红”。
　　据悉，该技术通过自主研发
的核心产品负折射率平板透镜，
应用光场重构原理，将发散的光
线在空中重新汇聚，从而形成不
需要介质承载的实像，结合交互
控制技术，可实现人与空中实像
的直接互动。该技术可应用于医
疗显示、公共设施、信息安全等领
域 ，减 少 物 理 接 触 、降 低 感 染
风险。
　　“得益于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公司从合肥起步，不仅快速

‘跑’进了长三角其他城市，还逐
步扩展到了全国其他地区，比如

南到广东、北到辽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明说。接下
来，公司将进一步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同时与科创走
廊上不同领域的企业探索更多跨界可能。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为了让更多科技成果快
速落地生根，并让更多上下游企业从中受益，补链、扩链、强链，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办不断完善相关工作机制，既“揭榜
挂帅”又“挂帅出征”。
　　“我们通过跨前一步主动作为，打破信息壁垒，实现需求端
和供给端的有效对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办产业组组
长潘宏凯表示，比如围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立了 14 个产
业联盟、11 个产业合作示范园区；聚焦大飞机等重大项目成立
联合工作专班。截至目前，在中国商飞所需的特殊工艺材料类方
面，已实现九城市 16 家企业 40 余种产品的供应对接。
　　海尔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施光普对此深有感
触。在他看来，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自 2017 年落户松江
以来，短短几年在经济、生活、治理领域打造出“卡奥斯长三角模
式”，正是借助了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发展的东风和受益于当
地“店小二”式的政务服务。
　　“过去企业沟通需要一对一，费时费力。现在一提需求就有
回应，比如工业互联网九城巡讲培训活动，已在多地开展，助力
更多企业‘上云’、产业升级。”施光普说。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正在基层化为生动实践和持续动力。
　　新路不是想出来、画出来的，是走出来、干出来的。“要把创新
第一动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眼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凝心
聚力抓发展、久久为功求突破，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走
廊和重要科技创新策源地上取得新的进展。”上海松江区委书记
程向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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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28 日电（记者
张钟凯、顾煜、高尊）仲夏时节，位于中哈边
境的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萨尔布拉克草原
山花正盛，牛羊悠闲地吃着草。对于“七一
勋章”获得者、81 岁的魏德友而言，这是他
看了 57 年仍没厌倦的风景。
　　作为通往边境地区的重要通道，萨尔
布拉克虽然名叫草原，但实际上是一片草
木并不茂盛的荒滩。冬季风雪肆虐，夏天蚊
虫猖獗，在这里生活绝对不是田园牧歌般
的体验。
　　从北京参加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后，魏德友又回到了空旷寂
寥的草原。57 年来，魏德友在萨尔布拉克
草原巡边放牧，总里程达 20 多万公里，相
当于绕赤道 5 圈，成为边境线上的“活界
碑”。

坚守一生的使命

　　【草原上的“钉子户”】
　　萨尔布拉克草原地势开阔，边境前沿
缺少天然屏障，特别是春秋两季牧民转场
时节容易发生人畜越境，除了哨点的边防
军队，护边员的巡查也非常重要。
　　 1964 年，24 岁的魏德友响应号召，
从原北京军区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来到了萨尔布拉克草原。“那时候这里更
加荒芜，牧民走了之后，可以说就是无人
区。”
　　紧接着，他从老家接来妻子刘京好，在
边境安下了家、养育了儿女。那时候，每天
的清晨或傍晚，魏德友要来回走 8 公里的
牧道去边境线，看有没有人员经过的痕迹，
到牧民留下的房子查看情况。
　　 20 世纪 80 年代初，魏德友所在的连
队被裁撤，本可以分去离城市更近连队的
他却主动留下戍守边境，靠放牛羊养活一
家人。
　　昔日一同来屯垦戍边的战友陆续离
开，边防派出所的同志换了一拨又一拨，而
魏德友却一直扎根在草原深处，和老伴儿
刘京好边放牧，边戍边。
　　【陪“你”一辈子】
　　两人在地窝子里住了 20 多年，在艰
苦时期，一年都吃不到酱油和醋，米面需要
翻越几十公里牧道才能送进来，喝的是门
口井里打出来的盐碱水，过年就是一人三
颗糖。
  为了守边，魏德友未能见到父母最后
一面；为了守边，他多次在极端恶劣的天气
下与死神擦肩而过。

　　妻子刘京好曾经因为忍受不了萨尔布
拉克草原艰苦的生活条件，几欲出走，最终
都被丈夫感化选择留下。“说不苦那是假
的，他惦记着边境，我惦记着他啊，走不
了。”
　　 2002 年，老两口退休，在山东工作的
子女劝他们回乡养老，却怎么也劝不动。后
来，子女又在团场买了房子，但老两口还是
不“挪窝”。
　　“我要是想走，我当时就不来这里
了。在部队时我就想好了，要守就守一辈
子。”因为长期驻守在无人区，来新疆几
十年的魏德友仍是未改山东临沂老家的
乡音。

未曾褪色的党性

　　【“平凡人”的“自豪事”】
　　魏德友是边境线上的“活界碑”，更像
一面在草原上行走的“党旗”。
　　 38 年前的 6 月，同样是萨尔布拉克
草原最美的季节，魏德友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魏德友每年都坚持自己交党费，在交
通和通信不便的年代，他经常步行几十公
里 到 团 部 ，那 是 他 少 有 的 离 开 草 原 的
时刻。
　　羊鞭、收音机、望远镜和水壶被魏德友
称为他的“四件宝”，这是他每次巡边都会
带的物品。
  其中，收音机是魏德友的最爱，是他了
解党的理论、国家政策和社会变化的途径。

“听着国家一年年在变好，就觉得自己的
守边更有意义。”
　　草原风大夹带着沙土，加上雨雪天
气多变，魏德友因此用坏了约 50 台收
音机。
　　魏德友话不多，他始终觉得自己是
个非常平凡的人。他认为，守好边境是他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党指向
哪儿，我们走到哪儿。听党指挥，再艰苦，
也要在那里好好地工作。”
　　对于获得“七一勋章”，魏德友坦言
自己“很惭愧”。“我其实没做什么。几十
年来就一直在做一件事。”魏德友说。在
他守边的 50 多年里，魏德友劝返和制
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管控区内未发生
一起涉外事件，这是他“这辈子最自豪的
事”。
　　【苍茫草原变红色基地】
　　伟大孕育于平凡之中。2016 年以
来，魏德友不忘初心、坚守边境的故事被
广为传颂，先后获得“时代楷模”“全国道
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魏德友坚守初心的精神感染了很多
人。当地不少护边员都把他当成榜样，各
行各业的人也一批批长途跋涉来到萨尔
布拉克草原深处，在边境荒芜之地展开
鲜红的党旗，与魏德友一起重温入党的
初心。
　　“‘老魏叔’是我们兵团人扎根边疆
的榜样。我来了好几次，每来一次都会被
触动一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党
委办公室副主任朱振义，在“七一”前夕

带着 20 多名党员再次来到萨尔布拉克
草原，接受兵团精神的洗礼。

始终不渝的初心

　　【变与不变】
　　魏德友的房子在中哈边境 173 号
界碑东南处，夫妻俩最开始就选择把家
安在边境前沿。
　　两人最开始住地窝子，后来边防连
刚好在拆土平房，拆出来不少土块和木
头，官兵利用空闲时间给他盖了个像样
的住处。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如今土
屋已经变成了砖房，还有一个宽敞的院
子。院子里的一块刻有“坚守”两字的石
碑非常醒目。
  家里也已经可以看电视，可以上网。
房子旁边建起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里面设有讲述魏德友老两口守边故
事的展板和展品，还有一个放映厅，可以
观看以魏德友夫妻为原型的电影《守边
人》。
　　在过去，魏德友和妻子每天巡边之
前，都会在院子里用树干自制的旗杆升
旗。如今，简陋的树干旗杆已经“退役”，
换成了标准的不锈钢旗杆。
　　塔城边境管理支队吉也克边境派出
所教导员付志优是魏德友家的常客。他
经常组织年轻民警同志跟随魏德友巡
边，听“老魏叔”讲当年的故事。他们在派
出所墙上贴了一幅标语：学楷模初心不
改，为人民使命不渝。
　　“无论是寂寞时还是成名时，‘老魏
叔’的本心一直都没有变，始终保持艰苦
朴素、坚守奉献，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学
习。”付志优说。
　　【朴素的愿望】
　　尽管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魏
德友还是喜欢住在老屋里，喜欢穿他那
身巡边的迷彩服，喜欢别人叫他“老魏
叔”。
　　除了没能见到父母最后一面，魏德
友一直觉得对子女亏欠很多，在他们小
时候对他们的照顾太少。2017 年，魏德
友的女儿魏萍辞去山东的工作，回到草
原定居，接过父亲的羊鞭，成为魏德友的
接班人。
　　“我希望她一定要把这个边境管好，
不要光考虑个人得失，为党和人民做点
贡献，这就是我的愿望。”魏德友说。
　　如今萨尔布拉克草原的边防力量增
强了不少，魏德友不再担心此处的边境
线无人看守，但他还是坚持放牧，“只要
我还能走得动！”

“守边老人”魏德友：用不变初心筑不朽界碑

魏德友在萨尔布拉克草原上放牧巡边（6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虎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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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6 月 18 日开幕以来，在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举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吸引各界人士踊跃参
观。展览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一百年来，我们党初心不改、矢志不

渝，开辟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取
得了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
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置身党史展览馆，通过一件件文物、一
个个场景感受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史，能
够深刻认识为何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
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
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一座红色场馆，一段浓缩历史，一份精

神传承。眺望前方，必须以史为鉴，把党
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
传承好、发扬好，牢记奋斗初心，担当历
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
力量。
　　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广泛开展。
学习党史，就是要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
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
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

砺品格。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最
终落脚点是学史力行。面向新征程，要
努力把学习党史的成果转化为改造主观
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际行动，在鉴往知
来中奋力前行，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记者王思北）
新华社北京 7月 28日电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北京：残疾人两项补贴实现“跨省通办”

　　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记者邰思
聪）“两年没办成的事儿，如今不出北京就
办好了！”今年 5 月，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甘
家口街道的 81 岁老人张汉忠迎来好消
息，困扰他两年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无法跨
省办理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为保障残疾人的日常生活，我国近
年来建立了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即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张汉忠老人的大儿子失去劳动能力，
符 合 申 请 条 件 ，但 拖 了 两 年 迟 迟 没 有
办理。

　　原来，老人和大儿子户籍所在地都在
新疆石河子市。这些年，在北京生活的小儿
子需要老人帮忙照顾小孩，张汉忠老人只
有把大儿子也带到北京，与小儿子一家共
同生活。根据当时的政策，这两项残疾人补
贴需要到户籍所在地办理，从北京往返石
河子，两人的机票就要上万元，所以迟迟没
有回户籍地申请补贴。
　　今年 4 月中旬，在得知残疾人两项补
贴即将在北京实现“跨省通办”后，老人第
一时间来到甘家口街道进行咨询。在了解
老人的实际情况后，街道工作人员帮助其
准备材料，并在 4 月底完成了申请手续。

“目前，老人的大儿子已成功申请到当地的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这是我们落地实

施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第一个
成功案例。”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管理
处处长周玉说。
　　“‘跨省通办’就是为了让群众少跑
腿，这是关系到残疾人群体切身利益的
实在事。”周玉表示，在推进“跨省通办”
落实过程中，北京市民政局克服系统差
异困难，实现自建系统与全国系统无缝
对接，顺利完成“金民工程”20 余万条
数据转化、200 余条政策条件梳理等配
套工作。此外，北京市不仅达成让残疾
人“办理补贴不出京，一门申请一次就
好”的目标，同时还要求从提交申请到
老百姓收到结果，全部流程必须控制在
16 个工作日内，尽可能减少群众等待

时间。
　　记者了解到，虽然残疾人两项补贴

“跨省通办”并不属于高频事务，但却实
际影响残障人士的补贴能否发放到位。
在成功实现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
零突破后，目前，北京市已完成全市所有
16 区的“办理需知”设置，政策实施逐渐
趋向稳定。
  截至目前，已有 6 名在京外地户籍
残疾人顺利通过“跨省通办”申请到相关
补贴。
　　“我们不会落下任何一名残疾人。我
们将进一步提高在京残疾人政策的知晓
率，帮助残疾人解读政策、用好政策，提
高他们的福利保障水平。”周玉说。

“ 七 一 勋 章 ”获 得 者

  这是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 G60 科创云廊（4 月 8 日摄，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