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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自己掉上几斤肉，也
要让群众走上致富路”

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溢于言表。
河北省阜平县曾是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2012 年

底，习近平总书记踏着皑皑白雪来到阜平访贫问苦。他
走进特困村，盘腿坐在群众家的炕上，同乡亲们手拉着
手聊家常。顾家台村村民顾成虎记得，自己收到的慰问
品里比别人多了一件棉大衣，“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总书记
看到我左袖口破了，怕我没新衣服换，特意叮嘱随行人
员送的。”

在阜平，习近平满怀深情地说，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
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
记。在江西于都，习近平说，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能忘记革
命先辈、革命先烈，不能忘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在贵州
遵义，习近平说，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
哭还是笑。

脱贫攻坚要上下一心。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驻村干部
们要对老区人民有感情，“宁肯自己掉上几斤肉，也要让
群众走上致富路”。

2015年，“80后”女孩余静来到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
徽金寨花石乡大湾村驻村扶贫，任第一书记。刚到村里
10 多天，余静就遇到了险情：暴雨倾盆，山洪倾泻而
下。她和村班子成员跳进齐腰深的洪水中，挨家挨户拍

门呼叫，避免了群众遭受更大损失。“从那天起，很多群
众认识了我，有什么事就来找我，还有乡亲给我捎来青
菜、鸡蛋、茶叶，看着一张张淳朴憨厚的面容，我更加
懂得了‘父老乡亲’的深刻含义。”从此，余静同乡亲们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干在一起、苦在一起。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湾村考察脱贫工作。“大湾村一
户不脱贫，我坚决不撤岗”，余静当着总书记的面立下承
诺。

“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

“井冈山五百里林海里，最使人难忘的是毛竹。”本
报记者袁鹰撰写的散文 《井冈翠竹》 曾以竹子喻英雄：

“你永远那么青翠，永远那么挺拔，风吹雨打，从不改
色；刀砍火烧，永不低头——你是英雄的井冈山的象
征。”

革命老区井冈山的脱贫路上，不仅有竹子精神，还
有竹制品产业。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井冈
山茅坪乡神山村，走进村民左秀发家的竹制品加工工作
间查看。全自动雕刻机现场演示制作了一只竹制茶叶
罐。习近平总书记拿着茶叶罐称赞说，竹子做茶叶罐很
好，本来就是绿色的，装茶叶有竹子的清香。

除了竹制品加工，神山村还大力推广黄桃种植、黑山
羊养殖等产业。2017年，神山村与井冈山市同步摘掉了贫
困帽子。村里产业丰富了、工作机会多了，在外务工的村民

也更愿意回乡了。短短几年，神山村从只剩 30多人留守的
寂寥，变成了吸引 200 多人回村的兴旺。“在家门口能赚
钱，还比在外打工还赚得多。”回乡的左春仁发自内心地
高兴。

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
道：“俗话说得好，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要加强老区
贫困人口职业技能培训，授之以渔，使他们都能掌握一项就业
本领。”

大湾村村民陈泽申就是靠“薄技在身”脱了贫。2016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陈泽申家的小院里同基层干部群众
座谈，为包括陈泽申在内的贫困户们树立了脱贫信心。而
今，在春茶采摘时节，陈泽申会到花石乡扶贫茶厂里炒茶，
20多天的工资就超过2000元。再加上种植中药、养殖猪羊，
陈泽申家的日子早已大变样。2016年时，总书记曾问陈泽
申想年收入多少，陈泽申说，能达到5000至6000元就满意
了。“没想到 2018 年收入已经达到了 4 万元。”陈泽申乐得
合不拢嘴。

“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今年5月7日，陕西省政府宣布，延安市延川、宜川
两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革命圣地延安的贫困县
全部“摘帽”，226万老区人民从此告别绝对贫困，走上
了奔向全面小康的幸福大道。

改变延安老区人民的生活面貌，离不开帮扶政策的

保障兜底。“建设安置房政府投入30万元，修两座大棚补
贴 10 万元，一个手术报销 6 万元，还有教育补贴、公益
性岗位收入……”在从破败的农家小院搬入吴起县城的
安置房前，张春振仔细算起政府为自家的投入，惊讶不
已。几年前，张春振罹患股骨头坏死，全家陷入困顿。
而今迎来新生活，他编了首陕北信天游：“党的政策不得
了，建起大棚有医保，娃娃们烦恼没有了……”

在山东沂蒙山区，老退伍军人李现坤同样十分感念
扶贫的好政策。几年前，他和老伴儿接连生了大病，十
几万元医疗费基本都能报销，自家只掏了4000元。“要搁
以前，这么一大笔钱，俺们一辈子也拿不出。俺们打心
底里感激党，感激政府。”李现坤激动地说：“老有所
养，病有所医，贫有所帮，这些政策，俺们一个不落都
享受到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俺们真真切切感
受到了。”

2012年12月，在河北阜平，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
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群策群力，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
子。”6年多的时间过去，太行山、大别山、沂蒙山、井
冈山的老区人民，的的确确都过上了好日子。有了老区
人民的笑脸，我们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底气
十足！

题图题图：：从左至右依次为从左至右依次为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六安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六安
茶谷茶谷、、陕西省延安市南泥湾陕西省延安市南泥湾、、江西省井冈山茅坪景区江西省井冈山茅坪景区。。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习近平惦记着老区人民习近平惦记着老区人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贞贞

这是一份特殊的地图：80双草鞋和一大一小两颗红星悬挂在一排竹子上拼出中国地图的形状。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看到了这幅“草鞋地图”。

85年前，8万多红军战士就是穿着这样的草鞋，在江西赣州于都集结，开始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为中国革命事
业赴汤蹈火。当年，为了不让红军战士赤足作战，苏区百姓家家户户打草鞋送给途经的战士。

“看到这些为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苏区人民过得好，我们才觉得对得起他们、没有辜负革命先烈啊！”让革命老区的百姓
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从河北阜平、西柏坡，到山东沂蒙、福建古田、安徽金寨，再到陕西延安、贵州遵义、江西井冈山……一个个革命老区
留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脚印，也回响着掷地有声的承诺：“让老区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
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两年，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
表达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的埋怨，甚
至妄图通过极限施压方式迫使他国屈
服。为了出师有名，美方试图营造出
一个认知：美国确实出了问题，但这
是别国造成的；中国利用美国的“善
良”与“慈悲”，发展了自己，害苦了
美国，所以要对中国施压。这一可笑
的认知，说一万遍也不会变成真理，
它只是幌子。

包括美国不少经济学家在内的世
界有识之士明白，这一幌子只对了 8
个 字 ——“ 美 国 确 实 出 了 问 题 ”。
过去这些年，美国经济实力占全球
总量的比重在走低，国内制造业空
心化日趋严重，国库债台高筑，民
生发展与社会治安不如人意，对外
战争和“颜色革命”引来“反噬”力
量。有深刻危机感的美国看到了问
题的存在，然而对问题的分析、开
出的药方却不在点上。一个常识是，
内因才是根本。美国问题的病根不是
他国发展，更非源于中国崛起，根
子上是美国对外交往与国内治理需
要反思。

美国需要反思对外交往。世界看
得清楚，美国对外交往有几个鲜明特
点，一是爱打仗，二是爱干涉别国，
近年还增加了个爱“退群”。本世纪以
来，美国以反恐、防核散或人权之
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
争，并幻想通过“颜色革命”等方式
改造他国，挑起利比亚、叙利亚等国
内乱。美国耗费了海量军费、大量精
力，造成为数不少的美国士兵身亡，
以及他国数百万家庭流离失所。打仗
的钱，用于改善本国不更好吗？干涉
别国的精力，用于治理本国不更好
吗？搅乱世界正常贸易秩序的狠劲，
用于直面真问题不更好吗？美国有识
之士早提出了类似问题。

美国需要反思国内治理。老想给
别人找不痛快的美国，国内治理上不
痛快的事挺多。政党倾轧、相互使绊
的顽疾固疴，致使美国国内政策反复

无常。金融逐利导致一些制造业转移
他国，监管失效导致次贷失控、金
融危机，片面强调自由竞争等导致贫
富悬殊分化严重。枪支泛滥，阶层
固化……美国的体制性缺陷，正在影
响本国发展。危机意识和较真态度，
更该用在自我革命上，用在痛定思
痛、痛改前非上。然而美国一些人信
奉“美国第一”，说什么“国际贸易夺
去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中国商品
冲 击 了 美 国 市 场 ”“ 中 国 欺 骗 了 美
国”。这些说辞，与其说是为“美国
病”找药方，不如说是为“美国痛”
打麻醉剂，营造出“美国没错，错都
在别国”的幻象。

美国在“甩锅”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迁怒中国，挑起经贸摩擦，美国
非但没占到便宜，反而使本国消费者
为提高征税埋单。埋怨中国，限制技
术出口，不可能治愈美国制造业发展
不力之病，反而会使产业链上相关美
国企业直接受损。美国还要求盟友效
仿自己，然而，欧盟、日本等显然更
要为自己利益考虑。以限制华为为
例，一些国家明确表示不会跟进。印
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积极应对挑
战。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等国与美
关系的紧张迟迟难缓。非洲等发展中
国家更是看清了美国。频频“退群”、
对外孤立者，必被自己“反噬”。

面对美方张牙舞爪，中国有理、
有利、有节斗争，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同时，更致力于做好自己的事情，继
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喧嚣总会过
去。时和势必定在中国一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
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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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中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这标志着中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据了解，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正在围绕高速磁浮项目建设实验中心和试制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投用。同时，5辆编

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研制工作也在顺利推进中。样车将在2020年下线；2021年开展系统综合试验，完成
集成验证。

图为样车在青岛下线。 张进刚 邓旺强摄影报道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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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速600公里！
高速磁浮样车青岛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