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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报道

《绘在黄土高原上的彩带》
见第三版

土地盖“被子”百姓挣“票子”
本报记者 杨子岩 扎 西

一踏上庄浪大地，最让人震惊的，是那
层层梯田，如雕如塑，如诗如画。映入满眼
的，是那浓郁的绿，一层层、一片片，绿得
生意盎然。

要放在半个多世纪前，这个场景断然不
可想象。

庄浪曾是甘肃有名的“没治县”：全县
114万亩耕地，有 103万亩分布在 402个梁峁、
2553条沟壑的“烂塌山”“滚牛洼”上。

陇中的黄土高坡，山高地陡，水土难
留，每年都有1000万吨泥沙流失。当地老百
姓把田叫“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

“十山九坡头，耕地滚了牛。” 麦子长得像马
毛，亩产很难达百斤，说的就是庄浪曾经的
窘境。

贫瘠破碎的耕地，只能收获饥饿和贫
穷。庄浪也因此位列甘肃“苦瘠甲天下”的
18 个干旱县之一，以“吃救济粮，穿破衣
裳”闻名。

土在人的心上留下疤，人在土的身上留

下痕。
庄浪人说：“咱要给子孙把地修平哩！”
1964年秋末，庄浪人抱着这样一个朴实

的信念，5万多精壮劳力上山下沟修梯田。
造田高潮时，10万人马战梁峁。干部们

在山上搭起窝棚盘起炕，铁匠们在地头架起
炉子摆开砧，羊倌们圈好羊又提起马灯去夜
战，学生娃放下书包也扛起了锨……

沉甸甸的背篓压弯了庄浪人的腰，嘎嘎
响的独轮车磨破了庄浪人的手。

在这场重整山河的持久战中，半个多世
纪以来，仅整修农田林地一项，庄浪人累计
移动土石方 2.76 亿立方米，整修农田林地
100多万亩。

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量？有人曾换算
过，如果垒成一米见方的长堤，足足可绕地
球赤道6圈半。

难怪日本、以色列、美国等十多个国家
的专家考察庄浪梯田后，连连地称赞：“这是
世界的奇迹！”庄浪人民在黄土高原上精心描

绘了“一幅景色迷人的风景”！
庄浪人说：“咱要为了子孙把地绿化哩！”
穿行在庄浪纵横的沟壑之间，眼之所

及，望山山翠，望地地平，层峦叠翠的山间
林海，装扮出一个如诗如画的美丽家园。

曾经家喻户晓的铁娘子队队长陈英自豪
地说：“这是我们用汗珠子变出来的哟！”

半个多世纪，庄浪领导班子都不知换了
多少届，各级干部也不知来了又走多少拨，
但“山河面貌不变，生态建设不止”已经成
为共识，庄浪人进行着一场气吞山河的生态
建设接力赛。

在庄浪，流传着一段关于种树的民谣，
“大人娃娃齐动员，两头不见天，夜里两顿
饭，洗锅抹灶鸡叫唤。”

稀罕绿色的庄浪人，从来不让地撂荒
着，修完梯田就种树。在南湖镇，种树根本
不用动员。镇长孙焕说，每年一到植树季
节，背着树苗、带着馍的村民凌晨披星就匆
匆上了山。等到收工下山，只能戴月往家

赶。饿了，三块石头支起一口锅，放上野
菜、杂粮往里一扔就是饭。渴了，捧口山
泉，抓把积雪当水喝。

庄浪人这种天不怕地不怕、誓叫荒山披
绿装的精神，持续传承了几十年。

曾经支离破碎的大地，硬是被改造成
春 染 层 层 绿 带 ， 夏 滚 波 波 麦 浪 ， 秋 绘 色
彩 斑 斓 ， 冬 描 黑 白 版 画 ， 四 季 各 异 ， 神
韵尽显。

曾经贫瘠的黄土高坡，盖上了生态的
“被子”——全县森林覆盖率28.72%，城区绿
地率 30.4%，人均享有绿地 11.4平方米。“沙
棘戴梁峁，梯田绕山腰，林草穿沟底。”

曾经的“三跑田”，现在变成了“三保
田”。曾饱受饥寒的庄浪人，再也不为吃穿犯
愁了。

现在庄浪人想的是：“咱还要把口袋弄
鼓哩！”

庄浪乡村有句笑话：“假如黄土能卖成
钱，老百姓不愁富不了。”这句话也侧面道

出，若仅靠生产粮食，腰包“票子”不会鼓。
百万梯田成了名片，也成了资源。县里

领导一合计，谋划打起了“梯田牌”：统筹发
展生态林和经济林，在荒山荒坡、沟道梁
峁、城乡面山区域建设生态林，在海拔 1900
米以下的梯田发展苹果、核桃、山毛桃、大
接杏等经济林。

让梁峁沟壑盖“被子”，向绿水青山要票
子。春天，桃花是风景，引来游人赏花和摄
影；秋天，桃树又是贫困群众增收的致富树。

庄浪县自然资源局工程师柳仁强为记者
算了一笔增收账：一亩桃林产桃核 200 公
斤，每公斤收购价 8 元钱，每亩桃林农民增
收1600元钱。去年一年，全县接待游客90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5亿元。

年初传来好消息：庄浪顺利脱贫摘帽。
从2014年到2019年的5年间，贫困人口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2574元增至6193元，累计脱贫
3.13万户13.6万人。

庄浪人的日子，越来越好！

19981998年年，，建成中国梯田化模范县之后建成中国梯田化模范县之后，，庄浪县推进梯田大县向产业强县转变庄浪县推进梯田大县向产业强县转变，，不断在梯田里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在梯田里调整产业结构，，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梯田产业画卷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梯田产业画卷。。 庄浪县委宣传部庄浪县委宣传部供图供图



我们这样抓“六保”

两年前，企业家梁开科从南方回来，
把鞋厂开到了老家秦巴山深处——陕西紫
阳县高滩镇的镇子上。一番培训下来，
100 多名街坊邻居进了厂。从此，大山深
处，机声隆隆。

年初，疫情一暴发，老梁犯了愁：
美洲订单锐减大半，年前谈好的韩国单
子也黄了。库里压了 12 万双鞋。老梁急
得四处打电话，县里也鼓励一些单位帮
着推销。

不久，鞋子卖了 4 万双，厂子缓过了

劲。县里接着又出台扶持政策：房租、水
费、电费全免；员工培训费，也由政府补
贴；3年内，免除鞋厂一切税费……

这样一输血，鞋厂马上活蹦乱跳了，
开工率天天饱和。最近，老梁发现，厂里
人手不够用了。政府鼓励他：“多招点
人，解决就业。”

县里一动员，鞋厂最近又招进百十
号人。

眼下，工人们加班加点都干不赢，手
艺好的，每月能挣7000多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
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
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
验。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肩负大国担当，同其他国
家并肩作战、共克时艰，全国疫情防控
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也为全球抗
疫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获得国际
社会的高度赞誉。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战胜
疫情的根本保证。正是得益于中国共产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中央到地方，从
城市到农村，从政府到企业，从行业到
区域，迅速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的强大合力，成为战胜疫情的重要前提
和关键所在。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
重视，迅速作出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指挥、亲自部署，多次作出重要指
示，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专题会议，研
究部署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事宜。中央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部署工
作，中央指导组积极开展工作，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委
和政府积极作为，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战斗在
前、冲锋一线，托起人民的幸福安康，
筑牢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这次抗疫斗
争，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再
次印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
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战胜疫情
的重要法宝。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
间内控制住疫情，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能力、动
员能力和协调能力。在彰显全国一盘棋
优势方面，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
调、统一调度，全国上下团结一心、群
策群力。在彰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优势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造
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打造出强大的
经济实力和日益增强的科技实力、综合
国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雄厚
的物质、技术基础。抗疫实践充分证
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
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战胜疫情的力
量源泉。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在
疫情面前，我们党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在全国范围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
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
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我
们党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上
可谓不惜一切代价，真真正正践行着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同时，在
疫情防控斗争中，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
全国动员、全民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构筑起最严密的防控体系，凝聚起坚
不可摧的强大力量。抗疫实践充分证
明，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国家高水平的治理能力是战胜疫情

的重要保障。中国抗疫斗争充分彰显了
国家治理能力和综合国力。疫情发生
后，全国上下紧急行动，依托强大综合
国力，开展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物资
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在
最短时间集中最大力量阻断疫情传播，
书写了人类抗疫历史的奇迹。军地共调
集 346 支国家医疗队、4.26 万名医务人
员和 960 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效
果正加速显现，加快构建起强大的公共
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已被提上
国家重要议事日程。这些都充分表明，
在此次抗疫中，我国治理体系发挥着显
著优势、激发出强大效能，既扛住了严
峻风险的考验和冲击，又化危为机、危
中寻机，展现出令世界惊叹的高效。

当前，病毒仍在全球传播蔓延，防
控形势依然复杂，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丝毫不能放松。但我们相信，中国强大
的治理优势必将不断转化为前进的更大
动能，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疫情。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
研究员）

中国抗疫彰显治理优势
■ 王 东老曹用电踏实了！

本报记者 游 仪

论养殖，曹彪在安徽凤阳小溪河镇金
庄村里，算是把好手。家里承包了 500 亩
地，养虾、喂鱼、种水稻，干得风生水起。

前阵子，烈日当空，地里秧苗“嗷嗷
待哺”，鱼塘也快见了底。老曹着了急：
正是用水的时候，自家这水泵的电线老旧
又破损，万一浇地漏了电咋办？

浇水吧，怕漏电。不浇吧，庄稼旱。
正发愁呢，就听到一声大嗓门：“老曹，
我来给你家的抽水设备做‘体检’。”县供
电公司的李志杰拎着工具箱跨进门。

抽水灌溉的高峰期，凤阳县供电公司
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分片包村、定点服
务”，李志杰分包金庄村。

李志杰埋头检查一番，还真发现了隐
患：“老曹，电线绝缘层破了，负荷开关
没漏保 （漏电断路器），得马上处理。”说
着打开工具包，掏出“十字”起，剪掉老
电线，免费换了新漏保。

干完，李志杰又从包里拿出了宣传
册：“我这有安全用电知识，给你说道说
道……”

深山鞋厂又忙开了！
本报记者 高 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