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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山花儿在等待，美酒飘香在等待。”峰峦叠嶂的
大凉山间，彝族的《留客歌》一路相随。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这个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
区，既有热情奔放的火把节、仙境一般的螺髻山、美不
胜收的邛海，也是全国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之一。

2018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凉山看望贫困群众，
共商脱贫攻坚之策。总书记离开时，村民们用动听的

《留客歌》，唱出了心中的不舍和感谢。
如今，凉山脱贫的花儿开了，致富的酒香浓了。说

起今后的日子，村民们都说：瓦吉瓦 （好得很）！

一

在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村民吉好也求的脸上挂
满笑容。今年春节前，他们一家7口人就要搬进新房了。

吉好也求过去住的是年代久远的土坯房。以前，“门
前一堆粪”“人畜共居”曾经是凉山高寒山区群众的居住
环境。虽然这种落后的习惯逐渐得到改善，但很多村民
的居住条件仍然窘迫。在三河村，不少土坯房的外墙墙
皮脱落了大半，房间里没有窗户，阴暗、湿冷的环境令
人忧心。

习近平来到凉山的第一站，便是走进吉好也求的家
里。吉好也求回忆说，习近平特意掀开被盖、摸摸被

子，看看是否干净、暖和。他还察看了院子里的鸡笼、
猪舍，仔细阅看挂在门口的贫困户帮扶联系卡。他抬头
看见挂在房梁上的腊肉，便询问家里的吃穿怎么样。

年近古稀的吉木子洛老人也清晰记得习近平来到家
里时的场景。“我对总书记说，今天见到您，就像做梦一
样。以前我家里很困难，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日子一天
比一天好起来了。”坐在火塘旁，吉木子洛回忆道。

那一天，火塘里的炭火烧得正旺。习近平与村民和驻
村扶贫工作队员围火塘而坐，进行了一场以脱贫攻坚为主
题的“火塘座谈”。大家一起找原因、想对策，一谈就是1个
多小时。说起生活的变化，很多人都留下了热泪。

座谈中，习近平讲得最多的就是“驱鬼除魔”——
落后、贫穷就是“鬼”，这些问题解决了，有文化、讲卫
生，过上好日子，“鬼”就自然被驱走了。

经济贫困、文化贫困与精神贫困的交织，是造成凉
山彝族贫困的重要原因。上世纪 50年代末，随着民主改
革的胜利，凉山奴隶制社会走向终结，但社会文明的全
面提升并非一日之功。不常洗手脸、不常洗澡等落后的
习惯，就是其中的体现。

彝族学者巴且日火曾撰文指出，彝族人“一步跨千
年”的结果是，还未能完全舍弃旧传统文化的行囊，行
走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大道上难免有“踉跄”感。

“一步跨千年”，更需要把扶贫的做细、做实。在脱
贫攻坚的过程中，凉山把“四改”（改水、改厨、改厕、
改圈） 和“五洗”（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
作为重要内容。如今，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三河村脱贫
的直接体现。

吉好也求说，自从总书记来过后，村民的卫生习惯
和家里的卫生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三岔河乡党委书记宋
仕伟也深有感触：过去村民们没有洗衣服的习惯。如
今，只要阳光好，院子里都挂满了整洁的衣物。

二

在 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提到了吉好也求和
他的家人。“在四川凉山三河村，我看望了彝族村民吉好
也求、节列俄阿木两家人……他们真诚朴实的面容至今
浮现在我的脑海。”

“真没想到总书记会提到我的名字。”吉好也求说，
总书记的一席话让一家人很振奋，也很受鼓舞。

吉好也求经常会擦拭一张挂在墙壁正中的照片，那是
习近平与吉好也求一家人的合影。照片上有两个可爱的小
姑娘，个子高些的是10岁的吉好有果。一年前，她演唱了一
首《国旗国旗真美丽》，习近平带头鼓掌，称赞她唱得好。

如今，吉好有果长高了。过去一年，她成了凉山的

小明星，站上了央视的舞台，还飞到莫斯科参加公益活
动。说起新一年的期待，吉好有果说，最盼望的就是住
进漂亮的新房子。

吉好有果念着的新房子，就在离家不远的新居安置
点。按规划，三河村将整体实施易地搬迁，共解决319户
群众的安全住房问题，其中就包括吉好也求等151户贫困
户。主体工程将于春节前完成，届时，吉好也求一家人
将住进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

“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
的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
人都不能少。”在凉山，习近平与彝族群众推心置腹，为
村民脱贫致富、追寻梦想指明了道路。而今，村民们住上
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正与全
国人民一道，迈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除了搬新家，吉好也求还有不少喜事儿。去年，他
养殖的 30 多只羊和 600 多只鸡，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
他还参加了技能培训，在聚居点做了一名技术工人。算
下来，一家人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多元，远超脱贫标准。

“习总书记，卡沙沙 （谢谢你）！我们想邀请您再来
这里看看！”吉好也求说。 （下转第二版）

压题图：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解放乡火
普村。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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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凉山三河村，我看望了彝族村民吉好也求、节列俄阿木两家人……他们真诚朴实的

面容至今浮现在我的脑海。”在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特地提到了家住在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的吉好也求、解放乡火普村的节列俄阿木两家人。2018年春节

前夕，习近平专程来到凉山看望贫困群众，共商脱贫攻坚之策。前不久，本报记者踏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扶贫之路，重访大凉山，倾听彝族乡亲的致富经，为他们蒸蒸日上的新生活喝彩。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瓦吉瓦瓦吉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舫舫 刘刘 峣峣 严严 瑜瑜

1月23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
年会上，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以“坚定信心，
携手前行，共创未来”为题致辞，就中国发展和
经济全球化等重大国际问题阐释中方的看法
和主张，向世界传达中国的自信与善意。

40年前的1979年，中国人首次来到达沃
斯。中国开启改革开放，需要走出去了解外
部世界，发出中国声音，同世界交流对话。
时移世易，历经40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
力、人民生活、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都有了空
前提升。中国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40年后的今天，中国
与世界的互动更加密切，相互影响不断加
深，都有了更多相互倾听的理由。

中国的成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
是别人恩赐的，而是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
水、智慧和勇气、改革和创新奋斗出来的。
中国人民纵然历经坎坷曲折，但勇往直前的

精气神儿从来没有缺失过，有能力应对各种
风险和挑战。这种自信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
史凝结成的，是几代人对道路和制度不断求
索之后形成的。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
和深水区，中国开放面临各种新的风险和挑
战，有了自信，才能“千磨万击还坚劲，任
尔东西南北风”。有了自信，才能做到“乱云
飞渡仍从容”。

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美国总
统特朗普、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和法国总统马
克龙由于国内原因悉数取消了达沃斯之行。
美英法可谓最老牌的西方七国集团重要成

员，如今受到国内麻烦的困扰，其领导人各
自陷入政治漩涡，自顾不暇。不管是美国创
纪录的政府“停摆”，英国折腾来折腾去的

“脱欧”，还是法国此起彼伏的“黄背心”抗
议运动，都反映出西方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
治理出现了问题，也折射出面对全球化和全
球性挑战时西方政客与民众的矛盾心态。

中国在面对问题时，选择的首先是坚定不
移把自己的事做好。近年来，全球经济新动能
不足，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加
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带来的新挑战凸
显。在此背景下，如果各国政策争先恐后地展

示内顾倾向，不断提高国际贸易和投资壁垒，
醉心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只会激
化矛盾。王岐山在致辞中指出，解决经济全球
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对症下药，发展的不
平衡要靠发展来解决，诿过于人无助于问题解
决。这是中国的信念，也是中国的主张。

中国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坚持多边主
义与国际合作，强调尊重各国主权，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
就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发出了最强音，矢志
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构建更高层次
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理

念，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这是中国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出发，向世界表达的善意，展示的决心。这
样做，符合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也是世界
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需要。

中国与世界的命运休戚与共。中国的发展
是世界的机遇。在“全球化4.0”的时代，中国有
意愿有能力与各方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塑造更
加平等、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自信与善意
■ 贾秀东

本报北京1月24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
院日前就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
扩大开放提出指导意见。

意见要求，到2022年，适应雄安新区定
位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
系基本建立，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
明显成效，优质宽松的发展环境和活跃高效
的创新氛围基本形成，对北京非首都功能和

人口吸引力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作为雄安新
区发展根本动力的作用得到显现。

到2035年，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
大开放各项举措得到全面贯彻落实，构建形
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
系，疏解到新区的非首都功能得到进一步优
化发展，“雄安质量”标准体系基本成熟并
逐步推广，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带动作
用进一步凸显。

到本世纪中叶，雄安新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
现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基本完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
谐有序，改革开放经验和成果在全国范围内
得到广泛推广，形成较强国际影响力。

意见还就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
革和扩大开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
措施作了具体部署。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指导意见

雄安新区全面深改扩大开放确定时间表
据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专题研讨班 24 日下午在中央党校结
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王沪宁出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他表
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研讨
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各项工作，坚决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以优异成
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研讨班期间，全体学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联系实际
深入研讨，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
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和更准确的把握，加深了对提高防
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理解，增强了履
职尽责、做好工作的责任感。结业式上，研讨班
10名代表发言，汇报交流了学习收获。

陈希主持结业式，黄坤明出席结业式。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
王沪宁出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

吉好也求一
家人在旧居前合
影。 刘 峣摄

1 月 23 日，北京市
区道路两边、公园和旅
游景点，被高高挂起的
大红灯笼装扮一新，迎
接即将到来的中国传统
猪年新春佳节。图为装
饰一新的地坛庙会。

郭俊锋摄 （影像中国）

扮靓北京
迎新春

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24日电（记者翟
伟、邓玉山） 当地时间1月23日，国家副主
席王岐山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
会，发表题为“坚定信心，携手前行，共创
未来”的致辞并回答提问。

王岐山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历史、文化和哲学的
考量是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中华文明5000
多年连绵不绝。中华民族经历了苦难，也铸
就了辉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一个世纪

的黑暗摸索中，始终梦想实现国家富强、人
民安康、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
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们不忘初
心，从创设政权、建设新中国到推进改革开
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革命转向改革；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被孤立封闭转
向全面开放，四、五代中国人走过了一条艰
难曲折、上下求索之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下转第三版）

王岐山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