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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线 

烟雨鹿城六月天，青梅佐酒醉江南。

吴侬生长湖山曲，箓葭清幽绕静涟。

灵山踏遍探玄因，楼台观榭访贤踪。

砺峰剑指啸吴越，纵马回眸望故园。

5月27日至6月1日，江苏昆山，在象征着这座全国百强县之

首“开放、融合、创新、卓越”城市精神的市标雕塑下，汇聚

了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十个部委的青年干部，“根在基层 走进一

线”调研实践活动在昆山陆家镇成功举行。这样深层次、高强度

的集中调研和实践交流，不仅满足了中央机关青年干部渴望深入

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和增长实践

经验的强烈愿望，同时，参与

劳动、体验生产、同工同勤、

助学慰问、访贫问苦等鲜活生

动的调研方式更是增进了调研

团与基层干部群众的了解与友

谊，调研团员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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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远。

以“解放思想、创新发

展”为核心的改革开放给昆山

带来了活力，发展为昆山人血

液里注入了一种“求新求变谋

发展”的创新意识和改革精

神，融入创新血液，满怀发展

活力，昆山人创造了昆山神话

和昆山模式。

场景之一 ：“好孩子”

的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之路

好孩子集团创立于1989

年，原为濒临破产的昆山陆家

中学校办工厂，是在宋郑还董

事长开拓创新和敢闯敢干的精

神感召下，以摇摇童车的创新

设计产品扭转乾坤，迈上蓬勃

发展之路。23年来，秉承“关

心孩子、服务家庭、回报社

会”的理念，以“改善儿童生

存环境，提高儿童生活品质”

为使命，专业从事母婴产品的

研发、制造、分销和零售，每

年投入巨资用于开发研制新产

品，不断推出具有原创性和前

瞻性的人性化育儿产品，至今

已拥有中国和外国专利2800余

项。目前已成为世界儿童用品

行业的杰出成员和领导者之

一，也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

专业从事儿童用品经营的企业

集团。

调研团奔赴昆山陆家镇

好孩子工业园进行实地调研，

在产品展示中心、研发中心、

装配车间和品质管理中心，调

研团员聆听管理人员对好孩子

集团发展历程与未来目标的介

绍，亲自参与产品组装加工，

深入了解好孩子童车从概念设

计到模型加工，从装配生产到

营销推广等一系列流程环节的

详细情况，深切感受到产品创

新和开拓精神为企业发展带来

的不竭动力。

“ 好

孩子品牌是

建 立 在 这

三个理念之

上：创新，

标准研究，

‘从摇篮到

摇篮’的环

保理念……

这款世界上

第一辆电动的婴儿车，获得红

点设计奖，为保证安全，这辆

车必须大人的两只手同时放上

才能启动。这种酷似“电铃”的

独特设计，解决了大人折叠婴儿

车时被夹住手指的危险”好孩

子集团副总裁贺新军如是说。

“有了这么好的产品，

我都想再生一个小孩让他坐

坐。”调研团潘佳团长的赞

赏，让在场人员都笑了起来。

两岸情深的港口

两岸情谊深似海，骨肉携

手共进退。

1990年，江苏第一家台资

企业在昆山落户。20年后的今

天，这个数字已经“裂变”为

3783家，总投资金额达442.5

亿美元，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

4家台资企业，利用台资总额

占苏州的半壁江山、江苏的

1/4、全国的1/9。

场景之二 ：两岸携手迈开

“中国创造”步伐

昆山在过去20年对台经

贸交流与合作中创造的奇迹。

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鼎力

支持下，两岸同胞携手并进，

积极开展企业科技创新，助推

工业经济提档升级。今天，即

使是对昆山抱有不同看法的人

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与台湾没“好孩子”的发展之路，是昆山创新改革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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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管理体系、坚持

不懈的技术创新、人才兴企的

发展战略和不断提升的品牌效

应，使得产品以“中国创造”

的身姿飞驰世界，牵引未来。

新莱应材和正新橡胶的负责人

说……在创造的激发引领和其

强大动力的推动下，将会达到

一个卓越非凡的高度和一种勇

登巅峰的思想层次与境界，而

这正是中国创造的精神实质。

 科学发展的沃土

国富民强歌盛世，小康胜

境勇登攀。

多年来，在这片927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昆山人续写着

新的发展传奇：每天，这里引

进的境外投资超过1000万美

元，实现的出口额超过3000万

美元，创造的财政收入近3000

万元，完成的GDP近2亿元。在

“中国经济最发达10强县”评

选中，昆山跃居榜首，成为名

副其实的华夏第一县。2004年

5月，胡锦涛总书记到昆山视

察之后说：“都像昆山，小康

社会就实现了。”可以说，昆

山是江苏发展的一个缩影，是

率先发展的一个典型，是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样板。

场景之三： 基本实现现

代化——以科学发展丈量未来

整洁的街道、优雅的街

心公园、线条流畅的绕城小

河……再加上一层层精致的居

民楼、一排排崭新的便民自行

车、一群群踏歌起舞的老人小

孩，在柔美的广场音乐的烘托

下，整个环境充满了轻松的氛

有地缘关系的城市，在两岸合

作与交流的历史潮流中占尽先

机，堪称典范。如今，昆山不

仅成为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密集

区和两岸经贸交流的热点地

区，而且昆山台资企业也从最

初的“加工时代”、“制造时

代”迈向“创造时代”。

调研团分赴高新技术企

业新莱应材和正新橡胶进行考

察。新莱应材致力于高洁净应

用材料研发，主要应用于生物

医药、电子洁净和食品等需要

制程污染控制的领域，已成

为世界级真空设备制造厂商

的专业供货商。正新橡胶为

台湾的轮胎制造商，主要产

品为人力车的内外胎、自行

车的内外胎、摩托车的内外

胎等。随着技术升级与产品

创新步伐的加快，其生产的

玛吉斯（MAXXIS）品牌轮胎跻

身全球轮胎品牌十强，产品行

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正在建设全球最大的轮胎

测试场。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

一个转型升级的时代。我们的

企业和每一个人，都在全力开

创。究竟我们该如何开创，未

来该如何发展？什么是创新创

造？中国该怎样去创造？中国

创造的核心和根本又在哪里？

调研团在昆山市陆家镇敬老院慰问，感受一个经济发展强市的
人文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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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感动

围，很难确定我们是身在曾经

的村庄农田里。在陆家镇政府

的引导下，我们走进社区、文

化中心和便民服务中心，考察

财政引导全社会对社会事业发

展投入情况。我们来到敬老

院、打工子弟学校，开展访贫

问苦和支教慰问活动。调研团

白天走访考察，夜晚思考讨

论，深切感受着这个苏南小镇

带来的冲击力，在思索和互动

中碰撞出一束束智慧的火花。

2011年10月29日，《昆

山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

体系》正式出炉。这也是全国

县级市第一个区域性基本现代

化指标体系，为全国县级市现

代化建设树立了参照标杆。该

指标体系分五大类28项34个指

标，这五大类分别是：经济发

展、人民生活、社会进步、民

主法治和生态环境。值得注意

的是，该指标体系中，经济发

展指标不再是最重要的一项，

人均GDP、农业基本现代化水

平等6个经济硬指标仅占权重

的25%。与全面小康相比，基

本实现现代化更加强调经济社

会的协调发展、统筹推进，更

加重视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

数，比如人均预期寿命、公共

交通出行分担率、基层自治组

织、依法自治达标率等，更多的是

“软指标”，充分凸显了‘以人为

本’的科学发展理念。

调研团王志刚副团长深

有感触：“昆山经济发展很

快，人民的物质生活比较富

裕，实践证明已经基本实现现

代化。物质丰富了，精神生活

更需要发展。昆山正处在继往

开来的重要时期，更加凸显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

念，更应结合‘开放、融合、

创新、卓越’的昆山精神，通

过建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持

久开展服务惠民活动，提高公

共服务水平，提高全社会公共

文明水平，进一步丰富、拓

展和提升体现昆山文化底蕴和

人文精神内核的城市精神”。

这一幕幕紧张而充实的

场景仅仅是本次调研的一个个

小片断，但却深深印进所有团

员的脑海之中，我们已深深爱

上了这片热土。

暮色西沉，短短的一周

调研结束了。夕阳下的吴淞江

光芒四溢，洒落在团员们热情

洋溢的脸上，迸发出火花，汇

聚成思想，流淌进每一个人的

心中。

勘探队员小李 、小王二三事
——记里伍铜矿可敬的勘探队员

四川省甘孜州里伍铜矿调研团    国土部探矿工程所    李海鹏

李同柱，31岁，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

调查中心勘探队员；王昌南，27岁，四川甘孜

州里伍矿业集团勘探员，由于年龄相仿，我们

都亲切地称呼他俩小李和小王。

别看他俩年龄不算大，可是一讲起地质勘

查的点点滴滴便滔滔不绝，脸上不时浮现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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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豪。他们向我们这些门外汉，讲述了许多

混杂着专业术语的山里遇险故事。听起来，虽

说有些似懂非懂，但听到惊险处我们还是觉得

脖子凉飕飕的，但他们说起来却是极其轻松随

意。几天下来，这些点滴故事，连同我们一起

爬过的山路、住过的工棚，给了我们强烈的震

撼和深深的敬意。

我和小李得意地描述了我们一路过来，山

路是如何的艰险，小李笑了笑告诉我：“你们

来时走过的路，已经是这里上等的好路了，在

我们看来，能坐车上山，走有道的路简直就是

享受，更多的时候，大家走的都是野道。”

小李的话让我有些惭愧，我留意了一下，

其实山里原来就没有路，若有路也是老乡放羊

或者是羊群踩出的羊肠小道，而现在爬的山路

即使已经过勘探队员走线踏勘、后期人工整

修，但仍然危机四伏，险情不断。有的虽然山

石看似牢固却是极其危险，由于山势陡峭，不

时会滚下石子，而且速度极快，若被砸中必定

头破血流，若是被羊搞石（牛羊在山上觅食踩

下的石块）砸中，可能就一命呜呼了。赶上下

雨，大家又担心在山路上摔倒，因为这里几乎

没有任何防护，小道旁边就是深渊，一旦摔

倒，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摔跤却也是难免

的。前几天，小李就从山上的一陡坡处摔滑了

几十米，幸亏没撞上尖锐的大石块，算是有惊

无险吧。说到这里，连小李自己都咯噔了一

下。联想到大家初见勘探队员时，他们不是胳

膊有深深的伤口，就是腿上有大块瘀青，更为

不幸的是，已经有两个队员从山上摔下来牺牲

在山林里了，想到这里，队员们不禁默然了。

老家贵州的小王声音尖细，说起话来跟姑

娘一样，但是爬起山来却是迅猛异常。在一次

爬山途中小王告诉我们，山势险峻倒是其次，

适应了就好，但山里还有其他意外情况。有时

候，他们会被困在山上下不来，只好在山洞或

峭壁下过夜；有时候，他们需在几小时内迅速

爬几十公里山路。

今年春天，有一次，小王和几个勘探队员

像往常一样执行踏勘放孔作业。为了保证勘查

精度，他们必须按照图纸设计找到最准确的位

置放孔，就快要到了，可是一面陡峭的崖石横

亘在他们面前，看着头上几米处就是标注点，

几个小伙子只能望石兴叹。没有别的办法，

勘探队员们只能选择绕路，而能绕的路也是更

加艰险的重重山路，又足足多花了大半天的时

间，才终于到达了标注位置。像这样的按点勘

查他们称作“跑线”。跑线仅仅是很多意外情

况中的一种，也是异常艰苦的勘查活动，按照

图纸设计，勘探队员必须一一踩到标注的放孔

点，见山上山，遇谷下谷，有时候一座山勘查

下来，他们需要折返数十次山路或住在山上几

晚上不能回家。

对勘探队员们来说，工作环境苦点也就罢

了，但是内心对家人的愧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

平复的。

我问小王和小李，这么多年埋藏在心底

最奢侈的生活梦想是什么？顿了一下，他俩几

乎不约而同地说：朝九晚五的生活，不是贪

图安逸，而是为了照顾家里老小！谈起这个事

后，小王微微叹了口气接着说，自己2010年大

学毕业后来到矿里，回趟贵州老家路途遥远，

很不容易，回家看望父母时间少，谈不上尽孝

心，更让他焦心的是自己至今没有女朋友。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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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

里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只有一个结婚的，还

是大学期间坚守女友几年的硕果，矿里给他们

隆重地举办了婚礼。因为矿里几乎没有年轻女

职工，大部分年轻人找不到女朋友，加之山里

交通不便，行业艰苦，很少有女孩愿意嫁给他

们，小王的父母也更是为这事心急如焚。虽然

有人告诉小王，只要工作有成绩，早晚会有媳

妇儿的，小王嘿嘿一笑，点头称是，但大家伙

都清楚，只有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相亲，建

立自己的家庭，矿上才能留住人才。

相对小王的焦虑，小李幸运很多，他结

了婚，儿子都已经半岁多了。谈起出野外，他

说过去在野外，几个月不回家，想媳妇儿，

现在出野外，几个月不回家，想儿子更心疼媳

妇儿。我们逗小李说，你有个好媳妇儿太重要

了！他笑一笑告诉我们，他可不算什么，矿上

有个项目负责人冯博士已经年过半百，至今还

坚守在野外一线，当年冯博士在西藏出野外，

因为通讯条件落后，孩子出生一个月后他才得

到消息，这一晃孩子都快大学毕业了，冯博士

的爱人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在和他们的聊天中，我们经常无言以对，

那种心灵被涤荡感觉让我觉得自己肤浅，亟待

喷涌的感情推动着万千思绪奔跑，让我对人

生、对工作有了更深刻地思考。我们被里伍铜

矿人震撼着，也为他们的困难而忧心，希望小

王尽快找到人生的另一半，也衷心祝愿里伍铜

矿人平平安安，亲人幸福安康！

新一代的包钢人他们勤劳、奋进、忠诚、快乐，展现出青春的气质、蓬勃的精神。他

们在传统包钢精神的感召下，在包钢新时期工业现代化、管理精细化的发展道路上，以极强

的事业心坚守在中国草原钢城的平凡岗位上，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包钢的建设事业中去，投

入到中国的钢铁事业中去。（财政部内蒙古包头调研团）

卢阿姨既以一个亲身经历者，述说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给昆山当地百姓带来的幸

福，也见证了昆山人创业的艰辛与不易，对政府发展政策发自真心的拥护。走的时候还再三

推辞慰问金说政府给她的够多了；也以一个年长者的视角，精辟指出了当前存在一些社会问

题。她口中的不攀比，不计较，不抱怨，讲孝道、讲奉献、“不惟上只惟真”的精神，对我

们青年干部更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财政部江苏昆山调研团）

“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这就是美丽的塞罕坝。风景美，塞

罕坝的人更美。虽然这里海拔在1500米左右，紫外线强，塞罕坝人的脸都被晒得黑黝黝的，

但是他们执着、质朴、开朗、无所畏惧的性格让我感到他们是无比的美丽。美丽的风景打动

的是我们眼睛，而美丽的精神打动是我们的心灵。（林业局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调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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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峪口小学，调研团成

员和老师们座谈，和孩子们

交朋友，感受童年的纯真与

快乐。（山西代县中心地震

台调研团）

驻扎在雪域高原的国门卫士，我们来了！

国门下，红其拉甫检验检疫人与调研组人员一

起重温入党誓词。

经过近两天的行程，17

日16时，调研组一行8人来到

了此行的目的地——神圣的红

其拉甫（塔吉克语意为“血

谷”，是昔日盗贼出没之地，

也是战争频繁之地）。稍作停

留，我们便与检验检疫的同志

们奔赴海拔5200米的红其拉甫

中巴国际界碑。一路上，我们

经历了长途的戈壁颠簸、高原

风沙的吹袭、汽车爆胎抛锚等种种突发情况，

但对红其拉甫办事处的同志们来说却早已习以

为常。（红其拉甫调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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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地，7

千米巡查路

线，18名基

层文保员日

夜坚守。他

们是附近村

子的村民，几乎都接近60岁，皮肤黝黑，笑容

憨厚，24小时守护着地下文物，每个月的补助

只有600元。他们坚守的不仅仅是岗位，而是

对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深情、是对守护

地下文物源自内心的责任。（陕西汉阳陵博物

馆调研团）

我理解的沙漠灌木精神：不需要伟岸的树干，只需要

绿色的树冠和固土固沙的根。——治沙英雄张应龙

6月19日上午，我们来到文物修复室，与文

物零距离接触，在陈列保管部主任李库老师的

讲解和指导下，为文物办理“身份证”。（陕

西汉阳陵博物馆调研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