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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的新生活

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汾河与黄河分别
从东、西流过，这是位于中国华北的吕梁山
区。大山深处，坐落着一个自然村——山西
省岢岚县赵家洼村。穿过羊肠小道，步上层
层土阶，一片黄土裸露的山地旁，几间窑洞
依山而建。这里就是村民刘福有生活了大半
辈子的家。

刘福有清晰地记得，2017 年 6 月 21 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家走访的情景。

一间不大的土坯房里，一口土灶、两铺
炕、三个陈旧的木柜，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窗户、梁柱和天花板上糊满了旧报纸，小电
视机看起来年岁已久，倒是那张“贫困户脱
贫明白卡”成为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摆设。

“你好啊！”弯腰进屋后，习近平先是走
向刘福有92岁的老母亲，俯身同坐在轮椅上
的老人握手问好，然后坐上炕沿，招呼着刘
福有两口子坐在自己身旁，拉起了家常。

吕梁山区，山大沟深，田在梁上，路在
坡上。对面一座大山，背靠一座大山，两山
之间，道路不通，地薄人穷，十年九旱，只
能“靠天吃饭”。恶劣的环境使得吕梁山区
成为集中连片特困区，多少年来，与外界鲜
有沟通。刘福有哪曾想到，总书记会亲自来
到这里，走进他的家中。

“总书记来看我，我感到很温暖。”刘福
有说，“总书记问我家里几口人，收入多
少，都种些啥，问得特别细。”

去年一年，刘福有家收入五六千元，其
中种粮收入只有 500 多元，其余大部分是种
粮补贴和退耕还林补贴，微薄的收入根本不
够照顾家里三个“药袋袋”。情况和刘福有
家相似的深度贫困户，在赵家洼村还有 5
户，而在全县还有 115 个自然村、3537 人。
县里计划实施易地搬迁来帮助他们脱贫。

习近平关心村民愿不愿意搬迁，又问他
搬迁之后有啥好处，搬出去后做些什么。刘福
有掰着手指头，例举搬到县上的优点：看病方
便，买“零碎吃的”方便，他还设想着“如果自
己有能力，可以搞点清洁之类的工作”。

临走时，习近平双手握住刘福有的手，
深情地说：“希望你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刘福有没有想到，总书记的祝福很快就
变成了现实。

9 月，赵家洼村村民实现了整村搬迁，
挪穷窝、拔穷根，乡亲们没花一分钱，搬进
了岢岚县广惠园移民新村的经济适用房。这
个占地 700多亩的小区可以容纳移民 2万人，
更多的贫困家庭将在这里开启新生活。

明亮的房间，干净的窗户，做饭不用生
火，水龙头一拧开自来水就哗哗地流出来。
热水器、抽水马桶、有线电视，刘福有做梦
也没想到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只有墙上挂着
的 3 个月前习近平来看望时的照片，印证着
从土山沟到洋楼房的巨大进步。

如今，刘福有在县城当保洁员，一个月
工资 1050 元。“躺在炕上的老妈也能享享老
来福了，好日子终于来了！”他说。

总书记的牵挂

让困难群众过上好日子，是习近平总书
记最深的牵挂。

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上，有
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也有房屋破败的贫
困地区；有人在小康生活之外追求高品质的
精神生活，也有人年收入不足2000元。步入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
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共的庄严承
诺。致富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不止赵家洼村，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习近平都亲自走遍了。从黄土高坡到雪
域高原，从西北边陲到云贵高原，他深入田间
地头，走进贫困人家。能否穿暖、能否吃饱、孩
子在哪上学、老人如何看病、找工作、娶媳
妇，贫困群众生活的点点滴滴他都念兹在
兹。习近平说：“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
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2013年11月，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的深山里，面对认不出自己的十八洞村苗族
大娘石爬三，习近平回答：“我是人民的勤
务员。”习近平还提出，必须在精准施策上
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
上见实效。精准扶贫成为全国脱贫工作的指
导方针。

现在，十八洞村的村民们易养则养、易
种则种、易商则商，还因地制宜建起了猕猴
桃产业园。村民们计划着等猕猴桃成熟了，

要送到北京给总书记也尝尝。
同样念叨着总书记的，还有太行山区的

贫困户们。“2012 年元旦前夕，总书记就盘
腿坐在我家炕头，他牵挂贫困群众，千方
百计帮我们排忧解难。”河北省阜平县龙泉
关镇骆驼湾村困难老人唐荣斌说，“我要告
诉习近平总书记，我们现在收入增加了，吃
得饱，穿得暖，看病也方便了。”

“人人共向核心聚，户户跟随国运兴”，
这是刘福有原来窑洞窗户上贴的一副对联。
正如这副对联所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时刻牵挂着困难群众，困难群众也在
党中央的带领下脱贫致富。人心齐、泰山
移，久久为功，穷根必拔。

撸起袖子加油干

事实上，在赵家洼村扶贫成果的背后，
是全国推进扶贫攻坚工作的热烈景象。带着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带着总书记的殷切
期望，2017年，全国各地在脱贫攻坚工作上

“撸起袖子加油干”，扶贫成果也随之“全面
开花”。

在西藏，依托高原绿色生态资源，当
地 政 府 持 续 挖 掘 特 色 农 牧 产 业 的 扶 贫 潜
力。截至今年 10 月底，共落实到位产业扶
贫资金超过 100 亿元，直接带动脱贫 5.12
万人，辐射 20 多万人受益；在江西，通过
一年攻坚，今年全省预计可再脱贫 50 万
人，占全省现有贫困人口 1/3 以上，同时
该省有 6 个贫困县、1000 个贫困村将宣布
脱贫“摘帽”；在山东，目前已累计批复
各类扶贫用地 7448.86 亩，解决易地扶贫搬
迁 43622 人 ； 在 黑 龙 江 ， 全 省 各 地 以 农
业、光伏产业等为依托，带动贫困户发展
增收项目，提高经营能力。截至今年 10 月
末，全省已有 13.07 万户贫困户从扶贫产业
项目中获益。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2012年至2016
年，中国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

减少至4335万人，累计减少5564万人，2017
年减贫人数预计也在 1000 万人以上，5 年年
均减贫1300多万人。

同时，各种扶贫新思路也不断涌现。互
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使中国脱
贫攻坚的路径更为宽广，靶向更加精准，服
务更有温度。比如，打开“腾讯为村”微信
公众平台，映入眼帘的是“乡村动态”、“供
求平台”、“电商扶贫”等板块，作为一个基
于移动互联网助力电商扶贫平台，目前已有
5500 多个村庄，150 多万村民入驻。如今，
像“为村”这样的移动互联网扶贫平台不胜
枚举，依托农村电商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
许多农民拔掉了“穷根”，过上了崭新的日
子。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贤良表
示，目前，全国贫困村宽带的覆盖率已经达
到了86％，农村电商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农民
增收致富，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从 5 年
前的25％上升到90％，越来越多贫困地区的
孩子通过互联网学习、成长。

打赢这场攻坚战

“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
目，速度之快也是绝无仅有！”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这样评价中国的
减贫成就。

有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
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的国家。近 5 年来，中国每年超过
1000万人脱贫，成为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大贡献者。

可以说，中国扶贫攻坚工作力度之大、
规模之广、影响之深，举世罕见。中共为何
敢立下这样的军令状？又如何保证这张军令
状的兑现？

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看来，统筹兼
顾、步调一致是中国减贫事业取得成功的重
要原因。他认为，中国拥有专门负责扶贫工
作的跨部门领导机构——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这种机制让减贫中出现的所有相
关问题都可以得到处理，并使各项减贫措施
得到全方位落实。“中国的减贫成就显示，减
贫努力需要精准意识，要统筹兼顾，要有长
期的战略规划。”古特雷斯表示。

敢于正视问题，为脱贫攻坚工作扫清障
碍，是中共保障脱贫攻坚顺利推进的另一大
因素。伴随中国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推进，
中共在扶贫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在不断
加大。就在近日，中央纪委还印发通知，决
定从2018年到2020年持续3年开展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为确保到2020年
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供
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历史经验证明，脱贫攻坚越往后成本越
高、难度越大。随着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越来越近，面对全国数千万的贫困人
口，中国脱贫攻坚工作重点也将落在革命老
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深度贫困地区。
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
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
区聚焦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加强
考核监督。这为中国未来的扶贫攻坚工作指
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军中无戏言。脱贫
是有责任制的，层层签了责任状。军令状不
能白立，立了就要兑现。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
才弥足珍贵。”面对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
共必将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令群众满意的
答案，确保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
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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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广西大力推进教育扶贫。图为5月22日，大化瑶
族自治县弄勇小学学生在玩耍。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12月13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章都乡金沙村，
贫困户泽麦在新房二楼阳台升起国旗。张黎萍摄 （人民视觉）

陕西省宝鸡市陇县是国家扶贫重点县，11月14日，该县范
家营村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在晒柿子。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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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扶贫志愿者刘峻潇在重庆市城口县周溪乡凉风
村辅导10岁的梁号做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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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山村
与脱贫攻坚军令状

本报记者 李 林 卢泽华 叶 子

今年9月，随着最后留守的6户21位村民搬迁至县城广
惠园移民新村，山西省岢岚县赵家洼村村民易地搬迁的愿望
终于全部实现。回望3个月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赵家洼村
看望贫困群众，拉家常，问细账，解忧难。而习近平的扶
贫足迹，至此已遍布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立下愚公移山志，打赢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中国共产
党立下的脱贫攻坚军令状。而赵家洼村的变化，是今年中共
大力推进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如今，全国已有28个县摘掉
了“贫困帽”，“扶贫花”开出了“幸福果”。

6月21日下午，习近平在山西省忻州市
岢岚县赵家洼村特困户刘福有家中察看扶贫
手册。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