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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侨乡·我的家我的侨乡我的侨乡··我的家我的家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 月 7 日全天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
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党的领
导的最高原则，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根本保证。党中央每年听
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是坚持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项重大制度性安排。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坚定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履行职责，切实加强
党组自身建设，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中央书记处按照党中央部署
要求履职尽责，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加强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指导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

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既要充满信心，也要居安思危。全国人大常
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党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善于从政治上认识问题、推动工作，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牢牢把握“国之大者”，锚定党中

央擘划的宏伟蓝图，观大势、谋全局、抓大事，坚持底
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增强斗争精
神，认真做好各项工作。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锲而不
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保持良好精
神状态和工作状态，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会议强调，中央书记处要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中央政治
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部署要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扎扎实实完成党中央交办任务。

2021，我们即将迎来农历辛丑牛年。对
中华民族来说，牛是刻苦、踏实、坚韧的象
征，深受中国人民喜爱。人无精神则不立，
国无精神则不强。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三种“牛”的精神，为
中国今年的奋斗状态奠定了基调——“发扬
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
斗老黄牛的精神”。

做孺子牛，就是要坚持人民至上。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2021年
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征程波澜壮
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当前，千百年来中
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小康梦想即将实现，解决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

史性成就。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为
了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对易返贫致贫
人口实施常态化监测，需要重点监测收入水
平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继续
精准施策。不止如此，在所有领域，都需要
孺子牛精神。

做拓荒牛，就是要坚持创新发展。2021
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
义的一年。“十四五”开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等都是摆在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重要问题。解决这
些问题，离不开创新发展。只有以改革创新
为根本动力，才能破解困扰各领域发展的难
题。我们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
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
好局。

做老黄牛，就是要坚持艰苦奋斗。回顾
过去一年，征途充满艰辛，奋斗成果显著。
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
牢固。今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
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
风险不容忽视。要办好自己的事，离不开艰
苦奋斗。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
史交汇点上，既要充满信心，也要居安思

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永远保持慎终
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畏
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

长路漫漫，道阻且长。凝聚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力量，秉持着孺子牛、拓荒牛和老黄
牛精神的中国一定能再创佳绩，继续交出一
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答卷。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县档案馆里，摆着她四十多项荣誉，不少
是国家级的。熟悉她的人知道，她一没家庭，
二没财产，三没有健康的身体。 这位 63 岁的

“老太太”叫张桂梅，是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
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

为什么要办免费女高？张老师讲了两个故事。
华坪儿童福利院有个男孩，妈妈生他时大

出血。婆婆说这不吉利，至死没让她见丈夫一
面。此后丈夫变了，沉默寡言，借酒消愁。没
过几年，这个男人犁田时，死在田里。两个月
后，老人去世，留下小男孩成了孤儿。

福利院里还有个孩子。母亲在昆明第三监
狱关着，她和哥哥合谋杀死了丈夫。丈夫长期
家暴，酗酒成性。主要是穷。一次孩子过生
日，她擅自买了个拳头大的蛋糕，丈夫为此抱
怨，大打出手。实在受够了，她走了极端。

张老师说，贫穷带来的低素质，千百年来
在山里往复循环。要想根本上解决，唯有提高
人的素质。

对于贫穷和苦难，张老师有着深深的体
会：她老家在黑龙江，幼年丧母，青年丧父，
随姐姐支边云南。中年丧夫之后，1997 年 4
月，又查出了子宫肌瘤……

她想到了死，但心里到底放不下华坪县民
族中学艰苦求学的孩子们。她把诊断书藏了起
来，又回来了。7月份送走毕业班，去昆明做手
术，取出重两公斤的肿瘤。县里开妇代会，为
她捐款，不少姐妹们哭着掏光了口袋，有的一
分路费没留。

张老师说，人在难处最知暖，华坪给了我
第二次生命，我豁出命也要报答。2001 年，华
坪县儿童之家成立，其实就是一家孤儿院。资
助方点名请她任院长。她没有推脱。经费最紧
张时，她领着孩子们上街卖鞋子卖花。

2002 年，她筹划办一所女子高中。之后，疯了一样四处化缘，
头5年共要来两万多元。期间她被人放狗咬，被吐口水骂是骗子……
没想到，2008年，女高居然办起来了！

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华坪和附近宁蒗、永胜、玉龙的高山峡谷，
都是深度贫困县，傈僳族、彝族、苗族等居多。山里女孩子愿意来
读，女高不会拒之门外。2008 年第一拨学生，四成多是降分录取，
现在也差不多。但华坪女子高中连续 9年高考综合上线 100%，综合
排名一直是丽江第一。12年过去，她把 1645 名山里女孩送进大学，
绝大多数是贫困生。

听起来，一切有些不可思议！
马海老师讲了一个“峡谷的灯盏”的故事：
2009 年秋，马海陪张老师去永胜县光华乡家访，晚上 7 点还有个

傈僳族学生家没到。到那有两条路，一条翻山过去两个小时，一条坐拖
拉机沿河床颠簸，40分钟到。怕把张老师颠散架，马海他们乘老乡的拖
拉机进去。天色将黑，张老师提一盏电瓶灯站在峡谷口送他们。

马海家访完，一路颠回来已是后半夜。他一出峡谷口，发现那
盏电瓶灯竟然还在。张老师担心他们安全，提着那盏灯站在原处，
等了五六个小时。那一刻，秋水长流，星斗满天。

虽已过去多年，马海说，那峡谷的灯盏还亮在心里。

办民宿，放慢游人脚步

池塘边，榕树旁，红砖青瓦的圆弧外墙，祖宅村
的“网红厕所”与周边乡村风景融为一体。

“虽然祖宅村的碉楼还没开发，但这个‘网红厕
所’，近年名气很大，游客争相‘打卡’，还斩获了

‘2020年度世界景观建筑奖’。”李振聪说，“‘网红厕
所’虽然引来了游人，但如何留住游人？发展民宿是
一种很好的方式。”

行过塘基石板路，池塘对面就是方家祖舍。外
出打拼多年的方健俊于2019年回到家乡，在祖舍旁
建起了4层小楼，命名为“五十三度竹下民宿”。

小楼前的花园里，有地道的钵仔糕，有用新鲜
艾草做的艾糍，方健俊热情地招待说着不同语言的
国际旅人。

德国人卡雷尔抱着吉他，一个月来了3次，在夏
末傍晚为村民们弹唱德国歌谣。还有俄罗斯、印度、
捷克的年轻人，三五成群地来到这里，体验中国乡
村生活。他们在田野上搭起帐篷，喝着啤酒，吹着晚
风，忘却了城市中的一切烦恼，享受着“开轩面场
圃，把酒话桑麻”的乡间野趣。

祖宅村紧邻景区，民宿产业被投资商普遍看
好。2018年底，村里成功吸引到了上亿元投资的“如
也”民宿项目。随着产业的发展，游客的脚步慢了下
来，村民的工作机会也跟着多了起来。当地很多民
宿项目，工作的都是本地村民。

除了民宿，塘口镇的乡村还开发了采摘园、农
耕文化体验等项目。来自河北的苏爱军，在这里投
资办起了“慧园生态农场”。每到收获时节，周围的
空气中都会弥漫着诱人的果香……“未来，我们会
进一步丰富产业体系，增加村民收入，促进旅游业
与宜居乡村建设的深度融合。”李振聪说。

建基地，留住游子乡情

对许多人来说，开平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
“家”。

一度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茫的加拿大华裔方
凯蒂，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我到底是加拿大人，
还是中国人？”

关于自己的血脉，她只能从姓氏中感受；关于
家乡的样子，她只能从父辈口中听说。为了找到答
案，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让她感到幸福的是，第一次坐在塘口镇仓东村
的祠堂里吃饭，她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一
刻，她终于明白，“来中国”为什么是“回家”了。

开平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
及港澳台同胞约有 75万人。据不完全统计，自 1978
年以来，全市共接受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捐赠款
物、兴办公益事业3000多宗，约12亿元。

2011年，以乡村文化遗产保育为目的的仓东教
育基地（又称“仓东计划”）成立。该项目有关负责人
沈益民说：“‘仓东计划’为很多像方凯蒂一样的海
外游子提供了寻根认祖的机会。”

得益于“仓东计划”，村里的古建得到修缮和保
护，很多长满杂草的碉楼、庙宇、祖宅也恢复了旧时
的风貌，古村再度充满活力、散发魅力。每年正月初
五，是散居各地的村民回村聚会的日子。他们来到
祠堂前、榕树下，弹唱民歌，表演狮子舞，拜祭先祖，
口中是乡味，耳边是乡音，眼里是乡景，场面热闹，
亲情浓郁。

2015年，“仓东计划”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
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在沈益民看来，只有保护好
乡村的古建、文化传统，才能让游客感受到乡村的魅
力，才能让回乡的游子找到“家”、让后人找到“根”。

拓空间，服务青年创业

从仓东村出发，驱车5分钟，就到了“塘口空
间”。所谓“塘口空间”，是一个依托碉楼旅游资
源集餐饮、旅社、清吧等功能于一体，致力于社
区活化、乡村实践的国际青年社区。

“90 后”李继津是“塘口空间”的发起人。
2014 年大学毕业后，碉楼建筑与淳朴民风吸引了
他从外地来到塘口镇。

“刚开始，也不知道能为乡村建设做点啥，就
是跟村民们在村里瞎‘玩’。”李继津说，他喜欢
穿着工装靴，把草帽挂在脖子后，像个农民一样
奔走于碉楼建筑和乡野之间，寻找灵感。

玩着玩着，镇上闲置了5年的钟表厂在他手里
摇身一变，成了网红青年旅社；玩着玩着，一座
红砖筑起的闲置五金厂，在团队的打造下成了

“四季食堂”、活动中心、图书室；玩着玩着，外
出的年轻人发现村里变了，家门口也能找到工
作、有长久干下去的事情了；玩着玩着，村里开
起了发廊、小卖铺和糖水铺，往来的游客多了起
来，村子“活”了起来。

“塘口空间”还和国外院校制定了国际实习生
留学计划，试图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中国，来到
塘口。李继津的乡村建设思路越来越清晰，就是进
一步挖掘碉楼资源，将乡村建设、社区活化和商业
化结合起来，给青年就业、创业提供更好的环境与
支持。

“‘塘口空间’项目的成功，让当地人和外
来游客看到，乡村并不是闭塞的，也不是无法创
新的。”李振聪说，“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的
参与。我们不仅要留住年轻人，还要让他们留得
安心，让他们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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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子牛 拓荒牛 老黄牛
■ 张一琪

广东开平，以碉楼而闻名。开
放旅游的开平碉楼，大多集中在塘
口镇自力村。我们来塘口镇采访，
副镇长李振聪热情地说带我们去自
力村看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
村落”，却先把我们引到了祖宅村。

李振聪说，“这些年，我们早已
不是简单地卖门票了，而是围绕

‘碉楼’做文章，旅游的内涵越来越
丰富。”

““碉楼旅游碉楼旅游，，不只是卖门票不只是卖门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聂传清聂传清 徐佩玉徐佩玉

开平碉楼。 李浩东摄开平碉楼开平碉楼。。 李浩东李浩东摄摄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