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南昌电(记者刘菁、邬慧颖)1989 年 2
月，新华社一则短新闻报道了井冈山地区九成贫困户
解决了温饱问题。28 年后的 2017 年 2 月，井冈山又传
来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的好消息。从过去九成贫困
户有了温饱到今天超过 99% 的贫困户脱贫，无数关注
革命老区的人为此欣慰感慨。

旧闻往事

1989 年 2 月，新华社播发消息《江西井冈山地区
百分之九十贫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400 字的消息报
道了一个“大新闻”，井冈山通过兴办扶贫经济实体、协
作发展、农民技术培训等，90% 的贫困户解决了温饱
问题，提前两年实现计划目标。

1986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
成立，开启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行动，陆续
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纲要》。

今日新闻

2017 年 2 月，井冈山市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贫
困发生率由 2011 年的 27 . 48% 降至 1 . 60%。到 2018
年底，超过 99% 的贫困户告别了贫困。“中国革命摇
篮”在老区脱贫奔小康的道路上做出了示范。

2016 年 2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沿着崎岖山
路来到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这是一个贫困村。

总书记对乡亲们说，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
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这一年，神山村村民彭
夏英开办起全村第一个农家乐，当年收入超过 10 万
元。

在神山村，有一面由 27 张满是笑容的人像照片组
成的“笑脸墙”。村民们说，这两三年每家每户的变化越
来越大，村里将村民们开怀大笑的瞬间定格上墙，组成
了一颗红心的图案，表达“脱贫不忘党恩”。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确立，扶贫已从解决温饱

为主的阶段，转入解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新阶段，成千上万个
贫困村的命运像神山村一样彻底改变。“率先脱贫
摘帽不是最终目标，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
活，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
说。

往事新说

彭夏英凭借好政策和全家人的勤劳，从“养家糊
口全靠天”的昨天走到了“脱贫传递正能量”的今天。
她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记者评述

不到 30 年的时间，井冈山从解决了九成贫困户
的温饱问题到带领 99% 以上的贫困户脱贫，这一变
化是我国精准扶贫显著成就的一个缩影。“在扶贫的
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庄严的承诺久久回响。

昔日“90% 温饱”今朝“99% 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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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里 征 途 为 初
心，夫妻接力践使
命》

据新华社南昌电(记者胡振华、赖星)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新华社记者多次报道了“不当将军当农民”的
甘祖昌的事迹。他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两年后主
动请辞回乡务农，29 年间将 70% 多的工资捐出建设
家乡……他的夫人龚全珍一生以丈夫为榜样，倾力教
书育人、扶危济困，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如今 96 岁高龄的她依然竭尽所能帮扶困
难群众。他们的事迹，感染和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共产党
员努力践行初心使命。

旧闻往事

1972 年 10 月，新华社播发了江西分社记者采写
的通讯《井冈山下普通一兵——— 记老红军战士甘祖昌
艰苦奋斗的事迹》。

甘祖昌从井冈山下的乡村起步，参加过长征、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一心
为民，回乡 29 年间，捐资建设家乡，带领乡亲修建水库
电站、水渠桥梁，改变了当地的落后面貌。他艰苦朴素，
沿背河上要架设一座公路桥，国家拨了 3 万元，甘祖昌
精打细算，仅用 1 . 1 万元就按质量标准建好，省出的

钱又支援其他地方建设了 11 座小型水泥桥。“要挑老
红军的担子，不摆老干部的架子。”

今日新闻

“人生，各自选择自己的路。我选了物质生活简陋，
而精神生活富裕的路。”这是龚全珍老人在日记中写下
的话。1986 年甘祖昌病逝，龚全珍靠着微薄的工资，捐
资建了 8个教室，捐助学生上百人，捐赠图书近万册，
用实际行动传承甘祖昌的精神。

2013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第
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向老将军甘祖
昌的夫人龚全珍致敬。他说，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
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
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为了把甘祖昌、龚全珍这种精神弘扬下去，江西省
萍乡市在沿背村建设了甘祖昌干部学院。前来培训的
干部感慨，实地听取《一座桥变十二座桥》的现场教学，
触摸甘将军修的桥和坝，就是在触摸一颗滚烫的初心。

往事新说

春风化雨，润泽人心。萍乡市第三中学的老师彭艳峰
是龚全珍帮助过的许多受益者之一。她家境困难，母亲又
身患重病，龚全珍帮他们一次次渡过难关。

大学毕业后，曾立志到繁华城市闯荡的彭艳峰，毅然
选择回到家乡当老师。“作为一名党员，对龚奶奶最好的
报答方式，就是像她一样当一名教书育人、乐于助人的好
老师。”

记者评述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万里征途不歇脚，甘祖昌夫
妇用共产党人滚烫的初心，让人们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信仰的伟大。

进入新时代，亿万中华儿女见贤思齐、赓续奋
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
精神力量。

万里征途为初心 夫妻接力践使命

“世界最大白鹤群”朋友圈在扩大
据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陈毓珊)1985 年 1 月，新华

社一篇国际鹤类基金会考察团在鄱阳湖发现世界上最
大白鹤群的新闻，让全球目光聚焦到中国最大淡水湖鄱
阳湖。从当年的“空气新鲜，湖水清洁”，到如今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理念深入人心，鄱阳湖区的变迁见证了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显著成效。昔日濒临灭绝的珍贵鹤类，“朋
友圈”正在不断扩大。

旧闻往事

1985 年 1 月，新华社播发了江西分社记者采写的
一篇题为《阿基波考察鄱阳湖白鹤群》的消息。

1985 年 1 月 13 日中午，时任国际鹤类基金会会
长乔治·阿基波考察江西鄱阳湖，考察团同中国鹤类工
作者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共数出白鹤 1350只。他们
认定这里是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野生白鹤群。稿
件中写道：“乔治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壮观、最难
忘的场面之一，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近一百万年中，鹤类种数不断减少，白鹤就是濒临灭
绝的珍贵鹤类之一。自 1983年 6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在鄱
阳湖建立候鸟保护区以来，这里的白鹤逐年增多。

今日新闻

光阴荏苒，不变的是鄱阳湖的一湖清水。2019 年
1 月，乔治·阿基波时隔 34 年重访鄱阳湖时惊喜地发
现，那个当年已令人称奇的“世界最大白鹤群”，白鹤数
量已增至近 4000只。

白鹤的“朋友圈”在鄱阳湖不断扩大，如今，每年
10 月至翌年 4 月，全球 98% 以上的白鹤在此栖息越
冬，此外，东方白鹳、小天鹅等大批珍稀候鸟也聚居于
此，候鸟数量最高达 60 余万只。乔治今年 1 月考察鄱
阳湖时说，白鹤原有东、中、西 3 条迁徙路线，不幸的
是，中、西部两条迁徙线路因战乱、盗猎等因素已经丧
失。在鄱阳湖区越冬的白鹤属于东部迁徙路线，基于沿
线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东部白鹤种群栖息地环境

良好、现状稳定。
近年来，为进一步保护候鸟，完善鄱阳湖湿地生

态效益，江西将湿地生态补偿范围从鄱阳湖国际重要
湿地扩大至整个鄱阳湖区。

往事新说

水草丰满、碧波荡漾，生机盎然的鄱阳湖将绿色
化为“底色”，谱写着生态文明的灵动歌曲。乔治·阿
基波说：“若要问我鄱阳湖对白鹤意味着什么，我认
为它就是白鹤的生命，是它们的家园。”

记者评述

好山好水价值几何？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用
“一湖清水”交出了一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答
卷。如今的江西，正着力构筑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
八柱”，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让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

据新华社南昌电(记者赖星)1987 年 12 月，新华
社记者暗访发现，南昌一些机关和企业干部备上鱼竿
鱼篓涌向乡间，他们专拣自己权力和关系所及的鱼池
垂钓，分文不付便满载而归，名为钓鱼，实为掠夺。随着
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许多过去认为难以解决的作风
建设问题得到解决。近年来，南昌市通过持之以恒正风
肃纪，开展“一桌餐”“谢师宴”“私车公养”等专项整治，
严惩任性“钓翁”，把作风建设这一张“金色名片”越擦
越亮。

旧闻往事

1987 年 12 月，新华社播发了江西分社记者采写
的《城里有权的大小“钓翁”到南昌郊区钓鱼成风，集体
和农民管吃管喝管贴叫苦不迭》。那时，南昌市城乡刮
起了一股钓鱼风，有的机关和企业干部专拣自己权力

和关系所及的精养高产鱼池垂钓，一些乡村和水产场
慑于各种压力，不敢怠慢，只好茶点相迎，酒菜款待。有
一名养鱼场场长每逢星期六就要往外躲。

这一钓鱼公害甚至发展成互相“垂钓”，管物的干
部来钓鱼，村里便“钓”到了平价钢材；管紧俏商品的干
部来钓鱼，承包户就“钓”到了化肥、彩电……

今日新闻

中秋已至，国庆临近，纠治“四风”又迎来新的节
点。每逢年节假期、重要会议等时间节点，江西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都会遴选典型问题进行曝光，持续释放正
风肃纪的强烈信号。

作风建设，贵在久久为功。近年来，南昌市紧盯“四
风”问题，大力整治“一桌餐”“私车公养”“公差私旅”、违
规发放津补贴等问题。2018 年，全市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 388 起，处理 558 人，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 296 人。

南昌市纪委常委黄细华介绍，有的党员干部又出
现不敢为、乱作为、慢作为等问题，为此，南昌市开始聚
焦“怕慢假庸散”。

往事新说

优良的党风能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汇聚起
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黄细华说：“我们针对具体领域、具
体行业开展专项整治，并通过媒体问政等举措问出问题
症结，问出老百姓的心里话，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强力震
慑效应，干部作风明显好转。”

记者评述

全党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作为专项整治的重
要内容，为深入推进作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只有咬定
青山不放松，不断强化不敢的震慑、扎牢不能的笼子、
增强不想的自觉，才能让“金色名片”永不蒙尘。

严惩任性“钓翁”擦亮“金色名片”
据新华社南昌电(记者胡振华、袁慧晶)1996 年，

新华社一篇关于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考古新
闻，让世人知道了鄱阳湖滨的先民在 1 万年前就开始
了水稻的人工栽培。时光荏苒，近年来的南昌汉代海昏
侯国考古发掘工作，为沉睡的遗址赋予了更多时代意
义——— 考古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惠及群众，增强了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旧闻往事

1996 年 3 月，新华社播发江西分社记者采写的消
息《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突
破》。中美双方联合在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和吊
桶环洞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为一支先
民聚落勾勒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
完整的发展脉络。

报道称，遗址上层含有类似水稻的扇形体，这一迹
象初步证明了“早在 1 万年前，鄱阳湖滨的居民就开始
了水稻的人工栽培，把以往的中国水稻栽培历史向前
推进了 1000 年到 2000 年”。

今日新闻

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仅是江西丰富文化底蕴的冰
山一角，这里还有中国青铜文明的象征之一瑞昌铜岭
铜矿遗址，在全国掀起“海昏侯热”的南昌汉代海昏侯
国遗址……江西已有 10个遗址在不同年份被评为“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如今，考古学已被赋予了时代新内涵。2016 年，习
总书记要求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
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南昌汉代
海昏侯国遗址考古工作就是这样的典范。过去考古成
果公布往往在发掘后好几年，而海昏侯国遗址选择在
关键性节点及时发布；2015 年底和 2016 年 3 月至 6
月，部分出土文物还以临展方式在南昌、北京与人们见
面，掀起“海昏侯热”。

往事新说

时任中美联合考古队中方副队长、今年 82 岁的
彭适凡依然记得，当时的联合考古队美方队长马尼
士博士在第一次见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时，对博大
精深的中国古老文明发出赞叹。“这些文化遗产是展
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的
自信源泉。如今的遗址保护理念更加先进，不但注重
就地保护和展示，还希望找到不同遗址之间的关联
性，让中华文明更好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彭适凡说。

记者评述

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进入新时代，我
们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秉持对历史文物
的敬畏之心，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让神
州大地的宝贵遗产唤起中华民族的壮志豪情，在迈
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凝心聚力、昂首阔步！

仙人洞里说丰年 海昏遗址看文化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高皓亮、邬慧颖)江西赣州是
“世界橙乡”、全国最大脐橙主产区，脐橙远销 20 余个
国家和地区，带动 70 万农民增收致富。这里的很多人
都知道，今朝橙满枝头，和新华社一篇调查报告有着莫
大关系。

旧闻往事

1981 年，新华社江西分社三位记者深入赣南老
区，从金秋 10 月到次年寒冬元月，历时三月采写调查
报告《赣南柑桔生产的路子应当怎样走》，新华社 1982
年 2 月播发。

那时，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综合考察队经过全面
考察，建议把赣南作为我国柑桔基地建设的重点地区，
有人提出“以国营桔场为骨干，集体桔场为基础，社员
一家一户种植为补充”的建设方案。新华社记者对不同
形式种植柑桔的生产情况以及农民的意愿进行了实地
调查，建议赣南柑桔生产走个体种植为主，集体专业承

包为辅的路子。时任中央领导同志看了新华社的调查
报告后致信江西，明确大力支持个体种植为主，集体专
业承包发展种植为辅的柑桔生产路子。主、辅之变，见
证农业农村改革大幕的拉开，也印证了农村改革正是
从确立农民主体地位而开始。

今日新闻

好风凭借力。2012 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
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建设世界最大
的优质脐橙产业基地。如今，赣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脐橙
主产区，赣南脐橙种植面积 156 万亩，年产量 117 万余
吨，产值 122 亿元，产品热销全国、世界各地。

从解放农民的生产力，到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
来，尊重并顺应农民意愿、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贯穿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顺应现阶段农民保
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推动土地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得益于此，赣州市安远
县三百山镇梅屋村脐橙大户梅丰平流转来 70 亩土地
建果园，果园配备了水肥一体化和智能喷药设备，扩大
规模的同时，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如今，梅丰平一
年收入近 90 万元，家里建起了三层小洋房，开上了小
汽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往事新说

1971 年，赣州市信丰县安西园艺场技术员袁守根
引进百余株脐橙苗，把脐橙带到赣南老区。在他看来，
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外来的脐橙能在红土地
结出甘甜果实，根源就在于尊重农民意愿、充分调动了
他们的积极性。

记者评述

一棵小苗，长成赣南老区农民的“当家树”，印证一
个朴素真理：一定要把农民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作
为制定党的农村政策的依据。

昔日房前一棵苗 今朝引来橙满枝

▲扫描上方二
维码，观看短视频

《 昔 日“ 9 0 % 温
饱”，今朝“99% 脱
贫”》

▲扫描上方
二维码，观看短视
频《昔日房前一棵
苗 ,今朝引来橙满
枝》

▲扫描上方
二维码，观看短视
频《“世界最大白
鹤群”朋友圈在扩
大》

▲扫描上方二
维码，观看短视频

《严惩任性“钓翁”，
擦亮“金色名片”》

▲扫描上方二
维码，观看短视频

《 仙 人 洞 里 说 丰
年，海昏遗址看文
化》

▲甘祖昌（右）、龚全珍夫妇（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井冈山神山村村民彭夏英站在自家开办
的农家乐前（2016 年 9 月 10 日摄）。她是全村第
一个开办农家乐的村民。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 2015 年 10 月 29 日，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
青云镇园林社区的纪检监察干事（左一、左二）与
两位老党员交流对党员廉政的感想和体会。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这是海昏侯墓遗址出土的文物（拼版照
片）。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的果农集中堆放刚采
摘的脐橙（2018 年 11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在江西省鄱阳湖候鸟保护区，工作人员
在给一只失群的小白鹤喂食（1987 年摄）。

新华社记者游云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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