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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不断传来！
今年 2 月，山西 58 个贫困县脱贫；3 月，内

蒙古所有贫困旗县脱贫；4月，安徽 31个贫困县
“摘帽”……截至 4 月 29 日，中国已有 15 个省区
市的贫困县实现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
基本得到解决。

这是充满历史意义的一年：今年脱贫攻坚任
务完成后，中国将有 1 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
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

这是考验决心毅力的硬仗：夺取脱贫攻坚战
全面胜利只差一篑之功，既要啃下最难啃的硬骨
头，又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
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习近平总
书记在今年 3月初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强调。

这是催人奋进的战鼓！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脱贫攻坚决策部署指引下，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正
向绝对贫困发起最后总攻。

两个战场都要取胜

5月 14日清晨，25岁的某色日服在新家卧室
里醒来，阳光洒在身上，他感到生活如此幸福。

“以前在老房子里，外面阳光再好，屋里也照不
到亮光。”

如今，他的新家是 100 平方米的三居室，各
种电器、家具一应俱全。“如果没有国家，我下
辈子也住不上这么好的房子。”日服激动地说。

日服的新家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
县城北郊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这里背靠群
山，前傍河流，能容纳 3900 多户、1.8 万多名群
众。一天前，包括日服在内的 84 户来自“悬崖

村”——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的老乡，顺着钢管
搭建的千余阶“天梯”走下悬崖，进入城市。

从山头到城头，搬得出还要稳得住。对于老
乡关心的收入问题，昭觉县副县长廖宇超表示，
将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
提供就近务工渠道、成立专业合作社等，让搬迁
群众有活干、能增收。 （下转第二版）

左图：贵州省从江县侗族姑娘直播引客，发展
旅游，助力当地脱贫。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中图：江苏宿迁贫困户王克林夫妇养鹅脱贫。
许昌亮摄 （人民视觉）

右图：重庆市黔江区双石村村民种植茶叶脱贫。
杨 敏摄 （人民视觉）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月 18 日晚在第 73 届世
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 《团
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 的致辞。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及多国人
士认为，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提出的加强疫
情防控六项建议、中国为推进全球抗疫合作
的五大举措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对推动抗击疫
情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展现中国决心担当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说，习近平
主席致辞既高屋建瓴，又务实具体，不仅涉
及如何继续做好疫情防控，还涉及支持受疫
情影响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恢
复发展，支持世卫组织的行动，这再次彰显
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念。

伊拉克智库“阿拉伯论坛”专家纳达
姆·阿卜杜拉表示，习近平主席致辞站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呼吁凝聚抗击疫情国
际合力。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国际合作，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

多哥洛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教授特多
古·艾米佐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议和举措
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胸怀和格局。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 总编
辑谢利克·科尔容巴耶夫为习近平主席宣布的
五大举措感到振奋，他说，这些举措充分展
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促进国际抗疫合作
的决心和担当。

共同推动团结抗疫

俄罗斯现代思想体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伊戈尔·沙特罗夫说，世界只有团结协作才能
战胜疫情和其他共同挑战，要加大对世卫组
织支持，以使其能够有效领导国际社会应对
全球重大卫生挑战。

埃及开罗美国大学政治学教授努哈·贝吉
尔对习近平主席建议加强对非洲国家支持印
象深刻。他说，国际社会应向中国学习，支
持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国际抗疫合作，支持
发展中国家防控疫情。

波兰前驻上海总领事、中国问题专家塞尔
韦斯特·沙法什说，当前国际抗疫正处在关键
阶段，中国不仅向各国分享宝贵的抗疫经验和
专业知识，还向需要的国家捐赠现代化的医疗
设备和物资，并派遣医务人员援助他国抗疫，
这种行动尤显突出和珍贵。

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斯莱说，
习近平主席的致辞让世界看到“人类生活在同
一片天空下”的中国视野，以及在这种视野下
推动团结抗疫的中国理念。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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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井冈山市神山村曾经很穷，多数人家
只能用柴火生火做饭，劈柴成了村民经常干的
活。如何劈开柴？里头有窍门：用力要足，否则可
能劈不开；找准纹理，大头朝下、小头朝上，否则
不仅费劲，柴火还可能飞起打到人。当地因此逐
渐流传一句俗语：“没有劈不开的柴。”

如今成功脱贫的神山村人做饭用上电，很
少用柴、劈柴了，但这句俗语传递的那股子劲
儿仍有现实意义。

一鼓作气势如虎。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郑重承诺必须如
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面对贫中之
贫、困中之困，以及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双
重困难，更要以必胜的信心、一鼓作气的决
心，越是艰险越向前，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只要有决心、路子对，定能攻克最后堡
垒、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中华民族千年小康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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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巩固提升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史志鹏

没有劈不开的柴
彭训文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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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串联起人民领袖同扶贫事业的不
解之缘。

从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到泱泱大国最高领导人，40
多年来，习近平同志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贫困群众，始终把
扶贫使命扛在肩上。

早在陕北梁家河插队时，他就带领乡亲们打井、修淤
地坝、修梯田、建沼气池，向着“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的
朴素目标而奋斗。

在河北正定担任县委书记，他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蹚
过滹沱河，走遍全县200多个村子，探索农村改革脱贫路。

在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他几乎走遍所有的乡镇，
不断探索“弱鸟先飞”的路子。

到了省里工作，他盯住对口帮扶，推动“闽宁协作”在
宁夏大地结出丰硕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人类减贫事业的历史高度，精心谋划中国精准脱贫工
作，对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作出战略指引并躬身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考察了20
多个贫困村，连续4年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
会议听取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汇报，连续 6年召开脱贫攻坚
座谈会，连续 6年在全国扶贫日期间出席重要活动或作出
重要指示，连续6年在新年贺词中强调脱贫攻坚，连续7年
在全国两会同代表委员共商脱贫攻坚大计，还多次回信勉
励基层干部群众投身反贫困斗争的伟大事业……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自己所说：“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
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
容，我花的精力最多。”

（一）
看真贫的故事——“你们得让我看到真正

情况，不看那些不真实的”

2020年春天，中国正处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
在带领全国人民奋力战“疫”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心

中始终还挂念着一件大事。
3月6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最大规模的会
议。为了既保障防疫安全，又能把党中央精神准确、快速传
递到各地区各部门，座谈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所
有省区市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中西部22个省份一直开到
县级。

座谈会一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开门见山：“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也考虑过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再到地方去开，
但又觉得今年满打满算还有不到10个月的时间，按日子算
就是300天，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本来就有许多硬骨
头要啃，疫情又增加了难度，必须尽早再动员、再部署。”

向前看，300 天！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迈向全面小康社
会。中国人民千年宏愿梦圆今朝，何其激越！

事非经过不知难。回望来路，又是何等艰辛！
在最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

民创造出摆脱贫困的一个个奇迹，立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宏伟目标。

这是党中央向历史、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新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

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掷地有声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面对这一奋斗目标，他深感责任重大——
“不能到时候，宣布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还有那么

多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下。”
摸清贫困真实底数，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有针对性地

推进扶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便提出这个要求。
一个多月后，总书记的身影出现在天寒地冻的太行山

深处。
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贫困户唐荣斌此前见过最大

的官不过是乡长。那天，村支书顾润金来到唐荣斌家，说上
面要来人视察，但没告诉他来人是谁。没想到来的竟是总
书记习近平。

拉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手，唐荣斌紧张得把准备了一宿
的话全忘了。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次考察目的是“看真贫”。他强调，
不管路多远、条件多艰苦，都要服从于此行的目的。

总书记对当地干部说：“专程来这里看望大家，就是为
了解我国现在的贫困状态和实际情况。你们得让我看到真
正情况，不看那些不真实的。所以走得远一点，哪怕看得少
一些，是真实的，才是值得的！”

家里几口人，兄妹几个，家里有几亩地，收成咋样，农

村合作医疗咋样……看真贫、察实情，总书记一句一句问
得十分仔细。

灶台上的铁锅还冒着热气。总书记揭开锅盖察看，只
见里面蒸着馒头、玉米饼子、红薯、土豆和南瓜。

唐荣斌老伴从锅里拿出一块蒸土豆递给了总书记。
总书记掰了一块放在嘴里：“味道不错！”还让同行的人
都尝尝。

行程万里，人民至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的足迹遍及一个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家院落、田间地
头，一张方桌、几条板凳，体察百姓疾苦，细辨贫困症结。像
发生在骆驼湾村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二）
账本的故事——“扶贫攻坚就是要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十八洞村，湘西一座普通的小村庄。
阜平之行一年后，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这里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一个藏

在偏僻幽静山谷中的苗族聚居贫困村。总书记到十八洞村
那年，全村贫困发生率高达57%。

村民石拔三清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到她家中看望，
坐下来同一家人算收支账，询问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打算，
察看了她家的谷仓、床铺、灶房、猪圈，勉励一家人增强信
心，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他希望大家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
不要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扶贫攻坚
就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村民施
成富回忆道。

2016年全国两会湖南代表团审议现场：
习近平总书记同代表们一边回忆当时的情景，一边又

算起增收账。
“我正式提出‘精准扶贫’就是在十八洞村”，“现在人

均收入有多少了？”习近平总书记问。
“您当年来的时候是 1680 元，现在已经增加到 3580

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郭建群告诉总书记，十八
洞村百姓收入增加，村容村貌变化，已经成为全省文明村
和旅游定点村，村民笑容多了、求发展愿望强了，连大龄男
青年解决“脱单”问题也容易了。

“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妇儿？”总书记问。
“7个，就是‘脱单’的大龄青年7个。”郭建群说。
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说：“最近一段时间有些系列报

道我都在看，看后也很欣慰，本身也起到示范作用。要以更
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打好脱贫攻坚
战，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2016年，十八洞村实现整村脱贫。
“算账”，成为精准扶贫最生动的诠释。
2017年春节前夕，在北京向北 200多公里的河北省张

家口市张北县的贫困村德胜村，习近平总书记坐在村民徐
海成家的客厅里，一笔一笔给他算收入支出账：“种植马铃
薯原种 3亩，亩产 2000斤，一斤收入 2元；一般的商品薯种
了15亩，每斤是5毛钱。”

“这价格差得很多啊。”习近平总书记从贫困户的小账
本上指出了增收的门路。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铃薯是个大产业。他问当地干部，
马铃薯原种育种这一项有希望做大吗？

“有希望，我们全县马铃薯育种占到全国五分之一。”
县委书记郝富国答道。

习近平总书记点点头说：“你们下一步的路子都有了，
就是怎么把它市场化、规模化发展起来。”

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
在江西井冈山神山村张成德家中，在青海互助土族

自治县班彦村吕有金家中，在安徽金寨汪能保家中、陈
泽申家中，在宁夏固原杨岭村马科家中……习近平总书
记翻开一本本扶贫手册，“移民直补”“公益林补贴”“计
生奖”“劳务收入”，他察看着一项项精准扶贫政策的落
实情况，细致询问他们的收入和支出，同困难群众一起
盘算脱贫致富的门路。

不仅是贫困户的收入支出账。全国到底有多少贫困人
口，能否精确到一家一户，这本账，更是精准扶贫的基础。

“情况搞清楚了，才能把工作做到家、做到位。帮助困
难乡亲脱贫致富要有针对性，要一家一户摸情况，张家长、
李家短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在河北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
群众时，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调。2013年参加全国两会人
大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扶贫不能“手榴弹炸
跳蚤”，不能搞“大水漫灌”，对贫困人口要精准识别、精准
帮扶、精准管理。

总书记所说的“心中有数”“精准识别”，直指扶贫工作
的要害。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的扶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