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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是远去的故乡，前方是不确定的未来，当木尔
扎·朱马踏上装满家什的皮卡车，离开帕米尔高原深处
的家时，这位 1 米 85 的高原汉子，将深紫色的面颊藏
在帽檐里，忍不住流下了泪。

去年 9 月，作为第一批搬迁户，木尔扎·朱马和牧
业点其他 4 户牧民一起搬迁下山，在南疆阿克陶县的
县郊安置点定居了下来。

木尔扎·朱马是阿克陶县克孜勒陶乡喀拉塔什其
木干村牧民，从出生起，他就随着父母，在海拔 4100 米
的铁日孜窝孜牧业点转场游牧，度过了生命里的 50 个
年头。

“铁日孜窝孜”在柯尔克孜语中的意思是“难觅之
境”。这里，距村委会 30 公里，年年修路年年被山洪冲
毁，牧道崎岖难行。一直以来，没有电、没有路、没有通
讯信号，人们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烧牛
粪取暖、靠驴马代步……

南疆四地州是国家确定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之一，帕米尔高原则是南疆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骨
头”，这里海拔高、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发，基础设施
建设推进难度极大。易地扶贫搬迁，成了改变帕米尔高
原牧民生活的必由之路。

在帕米尔高原深处，有逾万柯尔克孜族牧民和木
尔扎·朱马一样，被大山阻断发展之路，他们将在 2020
年前分批走出深山，定居平原，告别千年游牧生活。

对于木尔扎·朱马而言，故土难离的情结和摆脱贫
困的渴望一样强烈。刚开始，他对易地扶贫搬迁计划很
是抵触，不愿下山。他说：“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每
天走出毡房，看见成群牛羊，心里才会踏实。下了山也
不知道能做什么事，有点害怕。”

这种想法，在他见到山下安置点的那一刻突然改变。
阿克陶县在距离城郊 13 公里的毛大湾现代农业

示范园建立占地近 14 万平方米的大型社区——— 昆仑

佳园，不仅统一建好了住宅楼，还配套建设了幼儿
园、小学、综合服务中心、商铺、文化广场等设施，从
帕米尔高原四个山区乡镇搬迁来的牧民将在这里得
到免费安置。

木尔扎·朱马在昆仑佳园分得了一套 80 平方米
的安置房。从毡房一下子搬进楼房，他感到一阵“幸
福的眩晕”，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

去年，木尔扎·朱马 21 岁的儿子也在当地政府
部门组织下，到福建的一家制鞋厂务工，每个月有
3500 元收入，两个月前，他给家里寄了 1 . 5 万元，这
让第一次有了存款的木尔扎·朱马高兴了好一阵子。
最近，他的小儿子也成为护边员，每个月有 2600 元
的固定收入，家里捉襟见肘的日子彻底改观。

同时，木尔扎·朱马还在家附近申请了一座免费
蔬菜大棚，第一次尝试种菜。刚刚从牧民“变身”农
民，他显得有些无所适从，甚至什么时候浇水、施肥、

灭虫，都要一项项向农业技术干部请教。看到长势还算
不错的豇豆，让他对自己身份的转变增添了几分自信。

为了解决牧民最挂心的牲畜代牧问题，阿克陶县
正实施“十户联牧”模式——— 把有限的牲畜进行整合，动
员群众成立以家族、邻里、合作社为单位的中小型联牧
或联耕体系，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畜牧或耕种，释放富余
劳动力，让更多牧民能够安心外出务工或移民安置。

最近一年，做了 21 年喀拉塔什其木干村村支书
的艾萨·麦麦提居麦每天都忙着给当地牧民做思想工
作，动员他们搬迁。看着相互依靠的邻里一户户搬迁
下山，听到他们在山下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心里满
是成就感。

“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但新生活总要经历‘阵
痛’，我相信大家都会慢慢适应。”艾萨·麦麦提居麦信
心满满。 (记者阿依努尔、宿传义、江文耀)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幸福的眩晕”：从“游牧”到“定居”的变迁
帕米尔高原深处柯尔克孜族牧民易地扶贫搬迁记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记者侯雪静)国务院扶贫
办主任刘永富 11 日说，为确保 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
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研究制定分工方案，明
确各部门责任分工，确保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刘永富是在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扶贫办等联合举
办的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专题研讨班上
作出上述表述的。

刘永富说，要坚持脱贫攻坚目标和现行扶贫标
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突出问题导
向，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着力激发贫困人
口内生动力，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着力
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切实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感。

经过全党上下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5 年来累
计减贫 6853 万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创造
了历史上最好减贫成绩，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

新篇章。
“我们要倍加珍惜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创的脱贫攻

坚新局面，不高估成绩，不低估困难，不回避问题，进
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问题导向，
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提升脱贫实效。”刘永富说。

79 名省部级领导干部、93 名厅局级领导干部、64
名来自深度贫困地区的地市州领导干部参加研讨培
训。

刘永富：确保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6 月 6 日，“芒种”节气，正是抢收抢种、播撒希望
的季节。邢台海关(原邢台检验检疫局)驻河北新河
县董夏村工作队王宝刚打来电话说，郎安贵已与村
里签订危房改造协议，收完小麦就开始改造。这标志
着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对董夏村应保人员实现了全覆
盖。

“我死之前，房子塌不了”

据村支书刘子芳介绍，郎安贵，66 岁，收养 1 女，
已出嫁。现 1 人居住，无劳动能力，属于建档立卡贫困
户。其居住的北屋为 1980 年盖的老房子，不足 50 平方
米，年久失修，早已被村里列入危房改造重点户。但耿
直朴实的郎安贵以过一天是一天，不想给政府添麻烦
为由，拒绝老房改造。驻村工作队就把协商争取郎安贵
房屋改造列为帮扶工作的重中之重。

5 月 4 日，笔者到董夏村调研时，驻村工作队王宝
刚同志介绍了他们和村支书多次与郎安贵沟通的情
形。由于郎安贵长期独自生活，缺乏改善生活条件的动
力，见到工作队就把“我死之前，房子塌不了”挂在嘴
边，不愿改造住房。

“要盖就盖三房，要么就不盖”

此后，县住建局包联寻寨镇人员耐心讲解危房改
造政策，村支书与驻村工作队经常与郎安贵谈心，鼓励
其改善居住条件，提升生活自信，彻底摆脱“混日子”的
状态。工作队王文亮同志说，每逢阴雨天气，他们就和
村支书到郎安贵家，查看院内有无积水，外露电线电路
是否漏电，详细说明所住危房的风险。郎安贵的思想慢
慢开始动摇，但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要盖我就
盖三房，要么就不盖。”在他看来，宅基地是三间，“盖三
间房让亲戚来家里有个住的地方，盖两间空间太小。”

经测算，盖三间房需要 4 万多元，盖两间房需要
2 . 5 万元，政策规定对危房改造补助 2 . 3 万元。如果尊
重郎安贵的意见，就要“特事特办”，但这样势必导致贫
困户之间的相互攀比。村支书和工作队一时陷入进退
维谷的状态。

“就盖两间房，板上钉钉了”

此后，村委会和工作队等各个方面，通过多种方

式，继续向郎安贵解释危房改造政策。郎安贵对危房
改造还是较为犹豫，甚至有点不想支出个人部分资
金。5 月 31 日，笔者再次到董夏村调研，与镇包村干
部、村支书、工作队同志走访郎安贵时，他刚骑着电
动三轮车从地里回来。听明来意，当问及危房改造的
想法和存在的困难时，郎安贵突然斩钉截铁地说，
“就盖两间房，板上钉钉了。”村支书说，“还变吗？”郎
安贵说，“不变了，就盖两间房，不够的钱我自己出。”
郎安贵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场的同志都
有点措手不及。这就是常说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吧。

郎安贵签订危房改造协议的前后，让人更加深
切地体悟到，把我们党惠民富民的扶贫政策真正转
化为广大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必须下足
“绣花”功夫。据县住建局介绍，农村危房改造在政策
上和改造标准上有明确的安排，全局人员分包乡村，
督促危房改造进度，并组织协调县开发、建筑公司包
乡、包户对无能力自建的改造户先期垫付建设的全
部费用。目前，全县 798 户已开工 733 户、竣工 366
户，预计 7 月中下旬可全部完成任务。

(汪鹏)

新河：农村危改“钉子户”签约记

“记者，我家脱贫了！”孙康躺
在窑洞里的炕上，脸歪向门口，见
家里来人，眼神和表情堆满了兴
奋，如数家珍地说起他知晓的近
期国际国内大事。

孙康由于重度脑瘫，脸部和
全身扭曲，连说话都十分困难，
瘫痪卧床 17 年，身形瘦弱到只
有几岁孩子般大小。每天，他只
能通过炕头那台老式的显像管
电视机和窑洞门了解外面的世
界，他说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看
新闻。

孙康家住延安市宜川县云岩
镇八零村，长期卧床使他极其孤
独，但他内心却装有一个大世界。

开启他心灵之门的，是云岩小学
的韩保成、王璐莹、苏飞 3 位老
师。

“想上学 ！”孙康大声说。从
10 岁开始，这个强烈的想法煎熬
了他 6 年，但因为严重残疾和家
庭贫困而无法实现。

2017 年，国家级贫困县宜川
县组织开展教育扶贫工作，县里
决定为全县 23 名因残疾、智障等
原因无法上学的青少年送教上
门。

“15 加 6 等于多少？”
“21 ，厉害吧？”孙康和王老

师的对话有些得意和调皮。
“57 减 9 等于多少？”王老师

出了一道超出教学计划的题目。
“……”
“你可以先减 7 ，再减 2 。”
“48 。”
“你真棒！”

孙康的奶奶、65 岁的王莲香
谈起家里的生活特别是孙子这两
年的变化，连用陕北方言说，“高兴
太太了！”

在政府的帮助下，王莲香的
老伴和儿媳妇当上了生态护林
员，每年有 7400 元的收入，儿子
外出打工每个月有 3000 多元的
收入。家里每月领到的残疾补贴、
低保金、老年补贴等 595 元，还能
享受到专门针对贫困人口的“爱
心超市”的购物福利。

顺利脱贫给这个家庭带来了
欢笑，孙康的父母也在县城租了
房子，一边打工，一边送孙康的两个妹妹上学。

孙康也终于向家里人提出了长久闷在内心的
愿望，他也想上学。经过村干部的帮助，韩保成等
3 位老师开始为孙康编制专门的教学方案，并利
用周末时间上门为孙康上语文 、数学和其他课
程。

这一年，小孙的内心因为这几位经常串门的“亲
戚”不断地教育和交流，而变得兴奋和自信。

“这个孩子虽然重度残疾，但智商和情商都很
高，学习水平已经接近小学二年级，而且在快速进
步。”韩保成老师说。

“你有什么人生理想？”韩保成和孙康聊开了。
“当兵！”孙康脱口而出。在他眼里，军人保家卫

国，身形最帅。
“想上网吗？”
“想……没网线……”
“我们会送你一台电脑，给你解决网线，你就能

上网了。还会给你设计一个网店，这样你就可以在家
里卖土特产了。”

“好！脱贫致富！”孙康眼神充满极度期待，甚至
动了动双手无法伸直的手指。

他说，有了电脑，他还可以记录并和网友分享自
己的生活与感受。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孙康收到了韩老师送
来的礼物——— 一台能躺着移动的轮椅。

这台轮椅，让孙康有了新的梦想，“要去延安，要
去北京、上海、深圳……”他还想去 2018 年上合组织
峰会举办地青岛和国外看看。

面对这个心中装着一个大世界的孩子，王璐莹
说，尽管这个家庭已经脱贫，但送教上门要一直坚持
下去，帮助孙康真正看到并触摸到他心中美丽的世
界。

“教育扶贫，是扶心扶智，带来的变化不是收入
和金钱能衡量的。我们风雨无阻，每次往返十公里，
送来的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新生、一个孩子的新人
生。”韩保成说。 (记者沈虹冰、梁娟、张斌)

新华社西安 6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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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寨

“蝶变”

广西那坡县位于我国西
南边疆，受自然条件限制和
历史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
生活在当地边境零公里线上
的苗族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低
下，贫困程度深。近十年来，
随着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大会战的实施，那坡县边境
零公里线上苗族群众的人畜
饮水、道路、住房、广播电视
等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
善。他们大力发展生产，努力
争取脱贫摘帽，向小康生活
迈进。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影报道

拼版照片：那坡县边
境零公里线上那布村水弄二
社苗族儿童吴美烈如今求学

（上图，2018 年 3 月 14 日
摄）和儿时生活（下图，2009
年 5 月 6 日摄）的画面。

拼版照片：那坡县边
境零公里线上甲柳村上保屯
苗族青年吴亚路家现在的楼
房（上图，2018 年 3 月 15 日
摄）和曾经的茅草房（下图，
2009 年 7 月 14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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