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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叹脱贫伟大奇迹

种过青梅，种过甜橙，都失败了，欠下很多债，又
长期患病，两腿落下重度残疾——看到邓大庆神采奕奕
地站在台上，讲述自己种植脐橙的故事，外国政党代表
们想不到，邓大庆原本是村里的贫困户。

邓大庆说，他通过健康扶贫政策报销了大部分的医
疗费，等身体好些后，决定种脐橙。扶贫干部立马帮他
申请了 5万元贴息贷款和产业奖补金，还请技术员指导
他整地、选苗木、建水池。

“有一次，我正在摘脐橙，天色突然暗下来，大雨
就要来了。我正着急，扶贫干部带着十几个人快速赶
来，有的挑、有的抬，一下子就帮我把几千斤脐橙搬进
了家。我非常感动，下定决心要早日脱贫！”

这时，大屏幕上显示出众人齐心协力搬运脐橙的画
面。南部非洲政党党建干部考察团成员多明戈斯·邓贝
利看后，久久难以忘怀。他说，透过这张照片，他看到
了千千万万中国贫困农民摆脱贫困的生动实践，感受到
了中国共产党带领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的不懈
努力，感受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如今，邓大庆不仅自己通过种植脐橙，摘掉了
“贫困帽”，还牵头负责脐橙协会，带领乡亲们一起致
富。他们建成了 1.5 万亩、中国规模最大的脐橙连片种
植基地。村里 354 户果农全部加入协会，54 户贫困户，
一个都没落下。听到邓大庆说，2017 年，贫困户人均
年收入达到了 1.3 万元，龙湖村实现了整村脱贫，在座
的外国政党代表纷纷点头赞叹。

邓大庆的故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脱贫致富
的生动缩影。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向外国政党代表们介
绍，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有 7 亿多人摆脱绝对贫
困。尤其是过去 6 年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脱贫
8239万人，年均脱贫人数1370万人，这相当于平均每3
秒就有一人跨过贫困线。到2020年底，中国将实现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中国人民将摆脱绝对贫
困，实现全面小康的千年梦想。

中国脱贫的成就令嘉宾们赞叹不已，70 年，7 亿
人，许多嘉宾在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到这些数字，表示惊
叹，这是对人类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

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干丹省副省长、柬埔寨青
年联合会副主席金烈提表示：“江西农民种植脐橙致富
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我们国家的农民。现在，越来越多
的农产品出口，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在为人民谋
幸福的过程中，我们将继续加强与其他政党的合作，加
强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互学互鉴，增进各领域务实合
作，推动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

分享结束后，代表们把邓大庆团团围住。脐橙怎么
种？需要多少投入？产量有多少？管理难不难？

一一回答问题后，邓大庆在大屏幕上亮出了自己的
二维码，欢迎大家加他微信。邓大庆说，没想到，就这
一会儿工夫，还真收到了36个人的好友申请呢！现场还
有一位南非的嘉宾对邓大庆发出了邀请：“你可以到我
们那种脐橙吗？”

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除了会种脐橙的老农民，外国政党代表们还见到了
年轻的“景漂”。

“景漂”，是指在江西景德镇创新创业的人们，陶瓷
设计师封学芳就是这15万中外年轻人中的一分子。

正是在景德镇，封学芳精心设计的鳌造型的陶瓷
雕塑，被运到在海南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作为礼物
送给参会的外宾们。这背后，是她 2 个多月的设计打
磨，创新釉的使用方法，特别是在 1300 摄氏度的高温
下烧出来的 7种颜色，使得雕塑生动精美，深受外国朋
友们喜爱。

江西景德镇，不仅连着几千年的中国陶瓷历史，也
连着世界各地的陶艺文化。

看到大屏幕上出现的蓝色小花瓶，代表们觉得眼前
一亮，又有些熟悉。原来，封学芳这组蓝色花器的独特
颜色，是外国朋友给她的灵感。

2018年，一名来自土耳其的陶艺家在景德镇举办讲
座，他展示的“土耳其蓝”让封学芳深深着迷。这位土
耳其陶艺家说：“瓷器是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
品，独树一帜的元青花在中西亚地区很受欢迎。”

千年窑火，万里瓷路，没想到蓝色在中外交流史上
还有这样特别的意义。这激发了封学芳的灵感，于是，
她创作了这组蓝色花器，如今，这组花器也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热销了。

正是不断与世界对话，让景德镇既有古老魅力，又
充满现代生机。

11月22日，代表们就走进景德镇，亲自感受中国瓷
器的魅力。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英文“China”，如果小写
作“china”，就是瓷器的意思。来了景德镇才知道，景
德镇古称昌南，“china”就是昌南的音译。

在红叶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们见到了各种独具
匠心、制作精美的“国瓷”。上海APEC会议用瓷、联合
国成立 65 周年“和平之鸽”纪念版餐具、平昌冬奥会

“舞动之花”系列……红叶瓷器频频出现在近年来诸多
国际场合。一次性看见这么多“高大上”的瓷器，外宾
们纷纷自拍留念。

哥伦比亚梅塔省议员克劳迪娅·卡尔德隆说：“我很
高兴来到瓷都景德镇，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精美的
瓷器，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令人震撼！”

在古窑民俗博览区，代表们参观了历代古窑、丰富
的陶瓷民俗，把玩了会“唱歌”的瓷碗，了解到陶泥、
摞泥、拉坯、印坯、修坯、捺水、画坯、上釉、烧窑、

取瓷的过程。
代表们还聆听了一场全由陶瓷制作成的乐器带来的

演奏会，一首首颇具特色的《青花瓷》《欢乐颂》《卡门
序曲》令人心神荡漾。哥伦比亚全国地方议员联合会合
作企业家罗兰多·穆尼奥斯说：“瓷器还能演奏出这么美
妙的歌曲，真是令人惊讶！”

只是看还不过瘾，哥伦比亚全国地方议员联合会国
际关系主席米尔顿·雷斯特雷波，迫不及待地体验起
来。他脱掉外套，洗净双手，将双手大拇指并排放在泥
团中间，其余手指扣成弧形兜住外围的泥土，随着手下
圆器迅速转动，一只碗初具雏形。围观的中外人士都在
一旁鼓起掌来。

来到陶溪川陶瓷文化创意街区，正巧赶上陶溪川春
秋大集 （秋集） 丰富多彩的集市活动，代表们被琳琅满
目的创业小摊所吸引。一个个小摊前，摆满了各式各样
的陶瓷制品，有常见的杯具、酒具，也有创意独特的陶
瓷冰箱贴、陶瓷小首饰。代表们各自买了一些作为礼
物带回国去。他们感叹：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年轻创业
人聚集在这里，千年瓷都古老又年轻，为世界陶艺从
业者和爱好者都提供了难得的平台。

值得各国政党借鉴

“我的家乡有一条美丽的河流——潦河，你要问我
现在河里什么情况，我马上就能告诉你。”江西宜春市
靖安县双溪镇党委书记、双溪镇河长钟华国的这番讲
述，让外国政党代表们有点怀疑。

原来，答案就在钟华国随身携带的手机里。
“为 了 适 应 互 联 网 时 代 的 发 展 ， 我 们 还 开 发 了

‘河流实时监控系统’，可以在手机上随时查看每段
河流。大家看，这个手机就是我的‘千里眼’。”钟
华国说。

河长制、湖长制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新发展理念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这对许多代表们来说，还是个
新鲜词汇。

河长主要干什么呢？钟华国介绍，河里、岸上大大
小小的事都得管，大要防治水污染、保护水资源、修复
水生态，小要打捞水面上的垃圾、整治养殖污染、开展
垃圾分类处理。

“我保护的这条河，水质已经达到了二类标准，还
时常可以看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娃娃鱼’，沿河森林
覆盖率达85%，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达10
万个。”钟华国骄傲地说。

印尼专业集团党青年妇女组织副主席阿米拉·苏玛
图表示，之前，她看了很多数据，现在中国的每条河
都有河长了，而来中国亲自感受之后，她又受到鼓
舞。“所有国家都应该做到，只有透明诚信的政策才能
得到民众的支持。我们都应该像中国一样，找到适合
自己发展和历史文化的特色道路。”

除了河流守护人，代表们还见到了候鸟守护人
——江西九江市都昌县候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
跃。这个特殊的职业，也让代表们兴趣盎然。

原来，地球上仅有的 4000 多只白鹤，有 3900 多只
在江西鄱阳湖越冬。这些候鸟，有时会生病受伤。为了
及时救治候鸟，江西在湖边建立了全国第一所候鸟医
院，开展救治护理、科普宣教。7年来，候鸟医院共救
治了候鸟800多只。

有一只名叫“爱爱”的白鹤，去年在鄱阳湖生病落
单，经救护康复后，它错过回迁的时机。于是，在多方
努力下，“爱爱”乘飞机、坐汽车，经过 28小时、2000
多公里的护送后，终于在吉林省放飞归队。今年 1 月，
摄影爱好者在黄河三角洲发现了“爱爱”的身影，它羽
毛光亮，矫健敏捷，身边还有了伴侣。“爱爱”的故
事，感染了现场许多嘉宾。

不少代表表示，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更重要的
是，中国在发展经济之外，一直非常关注民生、环
境，包括社区治理、生态保护等等，真正做到了为人
民谋幸福。

刚果 （布） 通讯社信息处主管菲隆·塞韦林·邦登加
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提出了很多务实
的举措，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这几天，我接触到很多江西的普通百姓，他们的
脸上满是阳光般的灿烂笑容。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江西生动实践的最好注脚。”塞浦路
斯民主大会党副主席乔治·乔治乌说。

来自塞内加尔的阿里·乌迪夫也表示，没想到江西
这样一个省份，人民生活如此幸福。他告诉记者：中国
共产党有很好的领导、很有远见，还为国际社会提供许
多公共产品，对各国政党很有借鉴。

乍得通讯社社长阿辛加·纳塔玛吉说，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中国致力于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在这样
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真正做到了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
在一起。

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副总书记希拉勒表示：我们一直
高度关注中国发展模式和政策，中国并没有教条地照搬
前人经验，而是走出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叙利亚复兴
社会党非常愿意学习。

外国政党代表点赞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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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来自江西瑞金，今年62岁。你们看这脐橙，它可
是我脱贫致富的‘黄金果’！”11月21日，来自江西瑞金市黄柏
乡龙湖村的村民邓大庆，在一个宣介会上，手拿黄澄澄的脐橙，
吸引了外国政党代表的目光。

这场宣介会，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国共产党
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江西的实践”
专题宣介会。11月20日至22日期间，宣介会及相关调研走访活
动在江西举行。

来自60多个国家、50多个政党的30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和
代表们，聆听了生动的宣讲，了解到江西的实践，也亲自感受了
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竖起大拇哥，是他们最常做的动作。外国政党代表们高度评
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表示
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互学互鉴，增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实现
共同发展和进步。

▶11 月 21 日，部
分政党代表走进江西
南昌里洲社区，与南
昌采茶戏剧团互动。

高 瞻摄

▲11 月 21 日，外
国政党代表在江西南
昌 VR 主题乐园体验
VR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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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外
国政党代表在江西瑞
金市黄柏乡背岗脐橙基
地了解脐橙种植情况。

（中联部供图）

▲11 月 20 日，一
位外国政党代表在专
题 宣 介 会 设 立 的 展
区，观看手工艺人在陶
瓷上进行绘画创作。

高 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