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0日，阮成发同沧源佤族自治县干部群众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

习近平回信勉励云南省沧源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

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建设好美丽家园 维护好民族团结 守护好神圣国土

阮成发赴阿佤山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回信

永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嘱托
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

全省党政机关干部职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回信指示精神——

勠力担当尽责 同心感恩奋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月 19日给
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
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他们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建设好美丽
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
圣国土。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读了来信，
了解到脱贫攻坚给阿佤山带来的深
刻变化，感受到了阿佤人民心向党、
心向国家的真挚感情，我很欣慰。

习近平指出，你们都是老支
书，长期在边境地区工作生活，更

懂得边民富、边疆稳的意义。脱贫
是迈向幸福生活的重要一步，我
们要继续抓好乡村振兴、兴边富
民，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
边疆繁荣稳定。希望你们继续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永
远听党话、跟党走，建设好美丽家
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
国土，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
福之歌。

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处祖
国西南边陲，是全国最大的佤族聚
居县，当地佤族群众素有爱国守边

的光荣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当地
加快脱贫攻坚步伐，贫困群众的生
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住房安全、饮
水安全、看病住院、子女上学等都有
了保障。到 2019年底，该县 67个贫
困村、4万多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近
日，该县班洪乡、班老乡9个边境村
的 10位老支书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汇报佤族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好
日子的情况，表达了世世代代跟着
共产党走、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
富饶的坚定决心。

据新华社

云南省沧源县边境村的老支
书们：

你们好！读了来信，了解到
脱贫攻坚给阿佤山带来的深刻
变化，感受到了阿佤人民心向
党、心向国家的真挚感情，我很
欣慰。

你们都是老支书，长期在边

境地区工作生活，更懂得边民
富、边疆稳的意义。脱贫是迈向
幸福生活的重要一步，我们要继
续抓好乡村振兴、兴边富民，促
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边疆
繁荣稳定。希望你们继续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永远听
党话、跟党走，建设好美丽家园，

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
土，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
之歌。

请向乡亲们问好！

习近平
2021年8月19日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的老支
书们回信，寄予深切勉励、谆谆
嘱托。20 日上午，省委书记阮成
发到沧源向老支书们及阿佤山
广大干部群众传达习近平总书
记的回信，与大家共同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

这是载入阿佤山历史的时
刻，佤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载
歌载舞，阿佤山成为一片欢乐
的海洋。阮成发郑重宣读了习
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宣读完毕，
现场群众齐声欢呼，老支书代
表岩翁和班洪村党支部书记赛
茸激动地表达了心声，佤族青
年击响木鼓，男女老幼唱起《阿
佤人民唱新歌》，抒发佤族群众
心向党、心向国家的真挚感情，
感谢总书记、感恩党中央的共
同心声。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班
洪乡、班老乡 9个边境村的三翁、
三贵、俄松、三木嘎、尼红、赛金、
岩翁、岩团、三木水、岩板 10位老
支书，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有的任职长达 30
余年。他们见证了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
关怀下，阿佤人民从告别原始社
会生活，到整族摆脱贫困、实现
第二次“千年跨越”的伟大成就。
他们由衷地表示，阿佤山的发展
巨变，是党的光辉照边疆的生动
写照，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没有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
怀，就没有阿佤人民今天的幸福
生活，要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

阮成发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给老支书们回信，让云南边疆各
族儿女深切感受到了习近平总
书记对阿佤人民的关心，对边疆
发展的挂念。要认真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的深刻内
涵，牢记党中央和总书记嘱托，
衷心拥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
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戴习近
平总书记，确保边疆地区各族群
众心向党、心向祖国、心向核心
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
础更加牢固，以实际行动忠诚践
行“两个维护”。

阮成发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回信，既是对我们的谆谆嘱
托，也是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要
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感恩奋
进，实现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
边疆繁荣稳定。要抓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好美丽家
园，让边民生活更富裕、守边护边
更安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维护好民族团结，让
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云岭大地越
开越艳。要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国
土意识、国防意识、国门意识，在守
边、固边、稳边、兴边上下功夫，守
护好神圣国土。要深入推进兴边富

民行动，加快边境小康村建设，促
进边疆繁荣稳定。要抓好边境疫情
防控，构筑起“村村是堡垒、户户是
哨所、人人是哨兵”的严密防控体
系，让党政军警民强边固防机制在
云南真正扎根。要全面加强党的建

设，建设坚强有力的边疆基层党组
织，基层党组织书记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带领阿佤人民唱响新时代幸
福之歌。

陈舜参加活动。
据《云南日报》

“快看，《新闻联播》上正在播放
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
书们回信的新闻。”“我的朋友圈这
几天都被阿佤人民再唱新歌的画面
刷屏了，美丽幸福的沧源佤乡令人
神往啊！”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
佤族自治县班洪乡、班老乡边境村
老支书们回信的新闻，通过报纸、电
视、新媒体等渠道传遍彩云之南。全
省党政机关广大干部职工备受鼓
舞、倍感激励，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
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为推动云
南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

履责于行
促进边疆繁荣稳定

“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
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全省各级
干部职工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回信中的殷殷嘱托，既是对云
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关怀和牵挂，更
是对全省党员干部的期望和重托。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感人肺
腑、催人奋进。”省委办公厅信息一
处副处长多国青表示，将把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工作实
践，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全力服务好边疆治理、乡村振兴、民
族团结等各项工作，为建设我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贡献力量。

“在神奇美丽的阿佤山上，各族
群众团结友好，和睦共进，见证了党
的民族工作的非凡历史。”省人大民
族委员会民族立法处处长李丽说，
面向未来，云南各族儿女将乘着新
时代的东风，履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让靓丽的民
族团结进步之花永放光彩。

“总书记在给老支书们的回信
中提出了新要求、新希望，更加坚定
了我们干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省
政协扶贫办公室三级调研员刘刚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提高
思想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为脱
贫地区加快发展出主意、想办法，为
群众增收致富办实事、办好事。

省财政厅的干部职工们表示，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回信指示精神，落实好党中央、国务
院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
作要求，积极筹措资金、强化资金监
管，全力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着力推进
强边固防和现代化边境小康村建
设，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总书记的回信给已实现脱贫
的全省各族人民注入了强大精神动
力，并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奋斗，奔向
更美好的明天。”省国资委二级调研
员龙治平和同事们表示，全省国资

国企系统党员干部一定会牢记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为促进云南各族群
众共同富裕，促进边疆繁荣稳定不
断努力。

云南农信社广大干部员工纷纷
表示，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积
极在沧源县边境村“兴边富民示范
区”建设中，发挥云南农信金融服务
的“主力军”作用，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以金融的力
量支持阿佤山人民建设好美丽家
园，唱响新时代的幸福之歌。

担责于身
让各族群众共同富裕

纸短情长，一来一往的书信，把
边疆人民与党中央、总书记更加紧
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习近平总书记
温暖的问候、殷切的勉励，不但令佤
乡人民倍感温暖，更令曾经或现在
仍是驻村工作队员的全省各地干部
们备受鼓舞。

省政府办公厅派驻镇雄县芒部
镇庙河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长吴文胜
说：“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和乡亲们一道感恩奋进，全力
以赴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奋发
有为投身新时代乡村振兴事业，为实
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促进边疆繁荣
稳定贡献力量，以驻村帮扶的实际成
效来忠诚践行‘两个维护’。”

刚从阿佤山寨脱贫攻坚一线回
来的省委统战部研究室三级主任科
员杨晟子，读完习近平总书记的回
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有与有荣焉
的激动自豪，有爱党报国的热血澎
湃，更有共创幸福明天的信心决心。”
他说，未来将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建设
工程、兴边富民行动等不懈努力。

“总书记的回信，给了我们基层
干部最大的勉励。”省公路局驻永德
县大雪山乡驻村第一书记杨香红表
示，要以“不负韶华，只争朝夕”的劲
头，全心投入到驻村工作中，从建强
村党组织、巩固脱贫成果、推进强村
富民等入手，把乡村振兴工作抓好、
抓实、抓细。

驻村3年多时间的省生态环境
厅驻云龙县白石镇双龙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韩世奇，亲历了脱贫攻坚带
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表示，作为
一名生态环保工作者，将牢记总书
记的嘱托，守住绿水青山，守护一方
百姓，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
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佤族税务干部、驻村第一书记
田文均已驻沧源县勐董镇龙乃村两
年了。他说：“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
的战役中，税务干部与佤族群众同
心同行，让减税降费的好政策精准
落地，佤族村寨日子越过越好。今后
我们将继续把好关、守好边，团结、
服务好当地群众，让我们阿佤人民
永唱新歌。” 据《云南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8月20日，阮成发来到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乡，向当地干部群众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云南日报记者 雷桐苏 周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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