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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脱贫传奇⑥

详细报道

《让“精神高地”
走出“经济洼地”》

见第四版

夜幕降临，李忠穿上灰色红军服，骑上小电驴，从
厦坪镇的家出发去井冈山市区。路上有三五成群的男女
老少，跟李忠一样穿红军服，或骑车或步行，还有人牵
牛拉马，往同一方向赶。

这“红军”汇成的独特景观，引得外地游客好奇拍
照，本地人却早已习惯。旅游旺季，李忠和600多名乡亲
每晚都汇集到市里的红军剧场，出演大型实景剧 《井冈
山》。白天，他们是农民、工人、理发师、摊贩、服务
员，晚上就成了演员。

近 1个小时的实景演出，李忠和同伴们挑担、扛枪、
抬担架，配合剧情和音乐上场下场十几趟，带牲口的农
民还要管好自家的牛马和驴子不让乱跑。一晚下来，每
人可以拿二三十元报酬。

每月演出 20 多场，每位演员收入五六百元。钱不
多，但在李忠还是贫困户时，没它就得勒紧裤腰带。李
忠2016年脱贫，参加演出已经4年了。

“喜欢演吗？”记者问。
“蛮好噻，反正晚上也没事，就当锻炼身体咯。”李

忠说。
《井冈山》自2008年起上演，是当地的旅游名片，也

是扶贫特色项目。实景演出的现场负责人、井冈山华严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梅琴对记者说，公司选演
员，优先找贫困户，“没角色也会弄个位置让他进去演”。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参与演出的不少人是烈
士后代。“我们都是农民，不会演戏，但导演说了，你们
是革命先烈的后代，能演好先辈的故事，所以我们就来
演咯！”刘胜周乐呵呵地说。

去年，《井冈山》演出门票收入达到3500万元，这个
可观的数据，来自从四面八方赴井冈山参与红色旅游的
人们。“国家强了，生活好了，想到井冈山听历史、看风
景的人真不少呢！”李忠说。

在距离黄洋界景区不远的神山村，一群穿戴红军服
饰的游客正听村民左香云讲解神山村的今昔。穿红军
服、吃红军餐、走红军道，是游客体验式旅游的一部分。

左香云媳妇胡艳霞在厨房忙着做菜，中午有两桌客
人要来她家吃饭。“还有两桌分给邻居了，忙不过来
咯。”她说。

之前，神山村穷了几十年，主要是村子太偏僻，原
本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崇山峻岭，成了贫富间的天堑。

“也不是说穷得要讨饭，但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挣不
了钱。”胡艳霞回忆，他们夫妻养过猪，修过摩托车，日
子却没起色。井冈山满山毛竹，他们就做手工竹制品，

“骑摩托带几包货，花 1 个多小时到茨坪镇，卖给批发
商，利润很薄，只够吃饭。”

那时，“怎么干都富不起来”是整个神山村的心病。
年轻人全出去了，村里 200 多号人走得只剩 30 多个老人
孩子。

井冈翠竹常绿，井冈山始终是中国的“精神高地”，
当地人却没能靠这“天下第一竹”脱贫致富，“精神高
地”长期是“经济洼地”。

2016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雪来到神山村，走
进村民张成德家，还用左香云家门口的石臼打了糍粑。

从那以后，神山村定下了发展旅游这条路子，村民
们猛然发现，原来在茨坪景区漫山可见的“红军”，“也
可以来神山村啊！”

高速路通了，房子外立面改造了，小广场建好了，贷款
到位了，张成德开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左香云也跟着开
了一家，彭德良开了井冈红茶专卖店，常年在外打工的彭
清凉回来卖起了自酿的白酒、神山糍粑和土蜂蜜……

2016 年，来神山村的游客近 10 万人次，次年达到 22
万，2018年超过26万。借力红色旅游，神山村快速脱了贫，
小康也近在眼前。现在的神山村有16家民宿、农家乐、特产
商店，村里到处是醒目的招牌，家家贴着习总书记的照片。

“今年我家又盖了一间房，还是做民宿。”张成德的
老伴彭夏英告诉记者，“盖房子花了20多万，儿子在外打
工赚的；装修花了14万，我们自己这两年赚的。”

井冈山市扶贫办主任刘新介绍，井冈山正在发展
“全域旅游”，向全市各乡镇推广特色民宿和旅游产品。
“红色旅游不再只是主景区的‘专利’，要让整个井冈山
都受益。”

《井冈山》 实景剧有一幕是红军一度被迫撤离井冈
山，一名女战士将襁褓中的婴儿托付给老乡，痛哭离
去，又回头跑向老乡跪谢。这取材自真实故事的场景，
让包括记者在内的现场观众湿了眼眶。熟悉的旋律响
起：“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
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是呢，‘红军’又回来咯。”左香云说，“还是那些竹子，
过去就是生不出钱，没人来嘛！这红色旅游一搞起，厉害
咯！我家光是卖竹工艺品，去年就赚了十几万元。”

历史上的红军是中华民族一座丰碑，剧场里的“红
军”是奋力致富的井冈山人，景区中的“红军”是慕名
而至的游客，那鼓起当地人心气和破除贫穷魔咒的“红
军”，是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好政策。

四季常绿的井冈翠竹，如今“红”了。

井冈翠竹“红”了
本报记者 王 平

图为江西干部学院“重走红军路”体验式教学。 图为井冈山南山火炬广场。 井冈山市委宣传部供图图为井冈山南山火炬广场。 井冈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北京12月4日电（记者王迪）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4日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

栗战书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
生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引领中萨关

系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中萨关系虽然
起步较晚，但走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
正确道路上。中国是重情谊、讲信义的
国家，愿做萨尔瓦多可信赖的朋友和伙

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方一道，落实两
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立法机构友好往
来，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为两国各领域合
作提供法律保障和支持，推动中萨关系
发展，惠及两国人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记者郑
明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 3 日在中南海会见美国埃
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伍
德伦。

韩正表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
势 没 有 变 ， 发 展 潜 力 巨 大 、 韧 性 强
劲，将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空
间和投资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坚
定支持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有

力推动者。中国将继续推进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促进外商
投资便利化，欢迎埃克森美孚公司持续
扩大在华投资，早日开工建设惠州石化
综合体项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12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多措并举做好稳就
业工作，要求大力支持灵活就业；决定
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
残疾人就业；通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条例 （草案）》，用法治手段治理欠
薪顽疾。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
之源。要更大力度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在积极扩内需、稳外贸带动就业扩大的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的举措。
一是各地要着眼稳就业大局，出台更多
支持新增就业岗位的措施，抓紧清理取
消不合理限制灵活就业的规定。二是加

大力度援企稳岗。三是深入推进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加强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
设。四是完善就业托底保障。

为更好发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作
用，促进增加残疾人就业岗位，会议决
定，完善残保金征收办法，激励更多用
人单位提高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对超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加大奖
励力度。残保金优先用于保障残疾人就
业和支持职业培训、就业服务等相关支
出，提升残疾人就业质量。

会议强调，农民工为国家建设发展
作出了重大而独特贡献，必须保证他们
的辛劳获得及时足额的报酬。要在前期
专项整治基础上，用法治手段推动根治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会议通过《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草案）》，明确
用人单位主体责任、政府属地责任和部
门监管责任，要求按约定及时足额支付
农民工工资。规定建设单位未满足施工
所需资金安排的不得开工建设或颁发施
工许可证，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
单”，对拒不支付拖欠工资的可依法申
请强制执行，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会议强调，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事
业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农民工工
资。各地要把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农民工
工资作为治理重点，明确责任限期清
欠，对问题突出的要公开曝光，对相关
责任人和单位严肃追责并予以惩戒。

本报北京12月4日电（记者赵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
赵乐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俄罗斯联邦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率领的
俄共代表团。

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俄建交 70
周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中俄
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中方愿同俄方
一道，增强政治互信，不断扩大和深

化务实合作。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同
俄 共 交 往 ， 希 望 双 方 进 一 步 加 强 交
流，增进相互了解，推动构建新型政
党关系，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赵乐际会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团

韩正会见美国客人

美方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签署成法，再次让世人看清他们的强
盗嘴脸和霸权本性，看清他们无视香
港民众安全福祉、拿香港当反华工具
的险恶用心。我们要正告美方，任何
以香港问题牵制中国发展、阻挠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图谋必将失败。

美方多年来奉霸权主义为圭臬，
在它的“战略词典”里，哪个国家的
实力全球第二，哪个国家就是最重要
的对手，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当
年，美方不但容不下意识形态相异的
苏联，也容不下连社会制度都是美方
设计的日本。美方发动“冷战”，全面
围堵苏联，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外
因；对迅速崛起的日本，美方不断制
造贸易摩擦，颁布“自愿出口限制”
项目，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
值，令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现在，美方故伎重施，又将“自
己好处通吃，别人只能完败”的零和
思维和陈旧战略运用到中国身上。美
方处心积虑在港培植代理人，策动违
法暴力活动，又炮制所谓“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以美国国内法大搞“长
臂 管 辖 ”， 为 违 法 暴 徒 提 供 “ 避 风
港”，给特区政府止暴制乱制造“绊脚
石”，向维护法治秩序的正义人士发出

“恐吓信”，就是要把香港变成中美博
弈的战场，以香港为棋子和筹码要挟
中国政府、阻碍中国发展。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任何
人在香港恣意妄为，必将采取有力措
施防范、遏制、反制外部势力干预香
港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
坏活动。美方不要低估我们维护香港
繁荣稳定的坚强决心，不要低估我们
维护“一国两制”的坚定意志，不要
低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能力和手段。

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
事也不怕事。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历史和现实，美方应该清楚，任何威
胁都吓不倒中国人民，只会进一步激

发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香
港的繁荣稳定，中国的发展成就是靠
自己奋斗打拼得来的，不是谁恩赐
的。香港回归祖国以来，成功落实

“一国两制”，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无
论美方通过什么样的国内法来针对香
港，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美方在香港有巨大的商贸利益，
美国在港有8万多居民、1300多家企业
和大量投资，香港是美国赚取最高贸
易顺差的单一经济体。美方单方面改
变对香港的经贸政策，必将冲击美国
企业与国民的利益，也破坏其他国家
在香港的利益。美方为达政治目的不
择手段的做法损人害己，必将自食恶
果。

美方的一系列恶劣行径，不仅是
和 700 多万香港市民作对，和近 14 亿
中国人民作对，也是和世界公义作
对。美方挥舞人权大棒，肆意践踏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肆意干涉
别国内政，在世界各地挑起骚乱、策
动 “ 颜 色 革 命 ”， 到 处 搞 “ 长 臂 管
辖”、极限施压，把许多地区拖入发展
的泥潭和动乱的噩梦。美方以“民主
人权”为名行霸权之实，虚伪丑陋的

“美式双标”越来越为世人所看清，霸
道行径越来越为世人所不齿，必将遭
国际社会所唾弃。

美方想借搞乱香港遏制中国发
展，是枉费心机，打错了算盘。香港
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掌握在包括香港同
胞在内的中国人民手中，没有任何力
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
步伐。如果美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中方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坚
定的信心和意志奉陪到底。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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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战书会见萨尔瓦多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