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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６日电（侯雪静、骆晓飞、
王博、白丽萍）１０月１７日是第六个国家扶贫日，
也是第二十七个国际消除贫困日。这一天，离中国
人摆脱绝对贫困的目标已近在咫尺。

再过１年多，２０２０年，中华民族将彻底摆脱
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的千年梦想。

这底气来自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
７０年来，超过７亿人摆脱贫困。

这底气来自历史性的新跨越——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
标，全力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曙光在前，重任在肩。我们唯有保持坚如磐石
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才能
不断取得脱贫攻坚新战绩，补齐这块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最突出短板，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辉煌的成就

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即

将告别农村绝对贫困

金秋时节，层林尽染。大别山腹地的安徽金寨
县花石乡大湾村村民陈泽申家的小院，前来旅游
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

这是人们“打卡”的网红景点。小院里还保留
着三年多以前习近平总书记和乡亲们围坐一起拉
家常时的桌椅摆设。人们还能感受到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场景。

“要强化目标责任，坚持精准扶贫，认真落实
每一个项目、每一项措施，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
作，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４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掷地有声地指出。

几年前，陈泽申中年丧子，老伴因病去世，儿
媳改嫁，独自带着孙子，守着几亩薄田的日子越过
越穷。为此他曾找来风水先生，改了家中木门朝向
想要改变“运势”。

“真正改变命运的，是自己的双手和党的政
策。”再见到陈泽申时他身穿茶厂工作服，正在招
待前来品茶买茶的游客。在帮扶政策支持下，两年
前他主动申请摘了贫困帽。

金寨县是“将军故乡”，可也是深度贫困地区。
直到２０１４年底，全村仍有５５４人未脱贫，贫困发
生率近１７％。近年来，脱贫攻坚一年上一个台阶。
２０１８年大湾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４０３２元，实
现整村脱贫出列。

这样的生动事例，在各地的脱贫攻坚战场上
随处可见。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每
一个贫困户脱贫、贫困村出列、贫困县摘帽都是一
项系统工程、一场需要拼搏的硬仗。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甚
至每一分钟，贫困人口的数量都在减少：

８２３９万——这是６年累计减贫人数。
超１３００万——这是每年平均减贫人数。
２、２６、４０、１２５、２８３——这是一批又一批相

继宣布摘帽的贫困县。
截至今年５月中旬，全国共有４３６个贫困县

脱贫摘帽，占全部贫困县的５２．４％ 。
一个个穷帽子被扔掉，一颗颗感恩之心火热。
在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１９５２年入党的老

党员陈德忠说，当年党领导人民干革命、建边区、
打日本鬼子，今天党领导人民脱贫攻坚，派干部、
给资金、送科技、帮项目，同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
有现在的好日子。

在甘肃省渭源县元古堆村，村民们最常说的
一句话是“脱贫不忘总书记，致富感谢共产党”。质
朴的话语展现的是党在农村更加巩固的执政基
础。２０１３年以来，元古堆村新发展的党员大多是
“８０后”的年轻人，这是改革开放后好些年没有
过的。

“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
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盛赞中国减贫事业。

攻坚的力量

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

“咋能想到我们会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
活？”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村民吕
有荣，经常站在山头俯瞰新村，有时感觉像在
做梦。

“班彦”，土族语言中的意思是“富裕幸福的地
方”。但是，直到２０１５年，这个地处六盘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的小山村，全村近６成农户是贫困户。

山大沟深，苦寒穷困，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
人。怎么办？

２０１６年底，部分村民陆续整体搬迁到山下的
班彦新村。

搬得出，还要稳得住，可脱贫，能致富。村民们
搞起特色种植养殖、民族特色手工艺和乡村旅游
接待等产业，２０１８年底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９７９１元，村民告别了之前阻碍摆脱贫困的出行
难、吃水难、看病难、上学难、务工难和娶亲难。

班彦村的变迁，只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助力
脱贫奔小康的缩影。

“十三五”期间，我国计划易地搬迁１０００万左
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到去年底已完成８７０万贫
困人口的搬迁建设任务，今年剩余任务将全部
完成。

越是在深度贫困地区，防返贫与脱贫同样重
要。疾病是很多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和返贫的主要
原因，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是防止老百
姓因病返贫的重要保障。

安徽金寨大湾村的周秀凤是麻利精明的山里
女人，可一家子病人让她喘不过气：父亲２００２年
因为胃癌去世，母亲冠心病、高血压，女儿慢性骨
髓炎。

其实不只是她家，由于地处深山，２０１４
年村里贫困户中因病因残致贫的高达７１％，
很多家庭“辛辛苦苦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
汤”。

找准病根，对症下药。在上级党委和政府
帮助下，村里充分利用各方面政策资源，逐步
建立了多层次的医疗帮扶机制。

“生活一度像挑一百斤的担子，如今帮扶
有了，肩上像是轻松了七八十斤”，“一个月上
门三五次，送来医生送来药”，周秀凤说健康
扶贫送来的更是对未来的希望。没了后顾之
忧的周秀凤如今在村里合作社打工，有了稳
定收入，脱贫基础更牢固。

治贫先治愚。教育有保障是脱贫攻坚治
本之策，只有贫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
基础教育，才能具备就业创业能力，切断贫困
代际传递，彻底“斩穷根”。

上学不再翻山越岭——曾几何时，这简
单的心愿，对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许亭乡
北水峪的孩子们来说是奢望，走读之苦是当
地孩子辍学的重要原因。

脱贫攻坚以来，赞皇县被纳入石家庄市
“山区教育扶贫工程”试点，新建赞皇二中，把
深山５个乡镇４所中学近３０００名中学生集
中起来寄宿读书。

免费午餐、免收教材费、健全资助兜底保
障机制……从中央到地方加大教育扶贫投入
力度，全方位补齐贫困地区教育短板。

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
康扶贫……全国各地从因地施策、因人施策，
从一户一策到一户多策，开发式扶贫和保障
式扶贫相统筹。

从中央到地方超常规举措确保不漏一
户，不落一人。国家卫健委将贫困人口大病医
疗费用报销比例提至约９０％；资本市场创新
“银行＋期货＋保险”模式，提高深度贫困地

区涉农主体抗风险能力和利润水平；河北建立健
全脱贫防贫长效机制，加强预警监测，发现问题及
时纠偏……

越是到吃劲的时候，越要响鼓重锤。目前还有
主要生活在深度贫困地区的１６６０万贫困人口没
有脱贫，“三区三州”还有贫困人口１７２万人，贫困
发生率８．２％，包括“三区三州”在内的全国１４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在普遍实现“两不愁”的基础
上，重点攻克“三保障”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
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４月１６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座谈会时指出，“要逐一研究细化实化攻坚
举措，攻城拔寨，确保完成脱贫任务。”

举旗定向，鼓足干劲。摸清底数，聚焦突出问
题，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加大工作力度，拿出过硬
举措和办法……与绝对贫困的决战正如火如荼地
进行中。

希望的田野

频道不换，靶心不散，更好的日

子还在后头

１０月初的武陵山区，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
停，火红的辣椒娇艳欲滴。７５岁的重庆石柱县上
进村贫困户马世辉摘辣椒手脚利落，不输年轻人。

石柱是重庆辣椒主产区，常年种植面积１０多
万亩，光是搭上辣椒产业快车的贫困户就有２０００
多户。

靠稳定的务农收入，马世辉２０１６年脱贫摘
帽。不光“摘帽不摘政策”，第二年他还多享受了一
项产业扶贫新政策：县里推出财政涉农补助“配股
到户”政策，让贫困户或脱贫户参股到合作社中，
依托产业持续增收。

“没想到种了大半辈子地，还能当股东，拿分
红。”马世辉说。他已经连续拿了两年扶贫股金分
红，每年又能增加将近１０００块钱收入，加上其他
收入，全家脱贫后的生活能稳定下来了。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
扶、摘帽不摘监管“四不摘”政策，给深度贫困地区
贫困群众服下“定心丸”，逐步在巩固基础上提高、
在扎实提高中巩固。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在宁夏永宁县原隆村，葡萄酒庄、生态观光、

光伏大棚……村里的产业链不断延伸，逐步融入
银川西线旅游带和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旅游文化长
廊，当年“干沙滩”变成“金沙滩”。

在河南内乡县，当地探索了“党委政府＋龙头企
业＋金融机构＋合作社＋贫困户”的“内乡５＋”资产
收益扶贫模式，推广到全国１３个省（区）４９个县，直
接帮扶１３万个贫困户３６万多贫困人口。

在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作为“全国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日均接待２０００人以上，开饭店、办民
宿……家家户户根据自身实际找到了致富门路。

……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希望

乡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同心协力建设好家乡、
守护好边疆，努力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４月１０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回信，激励群众继
续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奋
斗，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云
南省怒江州委书记纳云德说，我们要带领各族群
众坚定不移跟党走，自强不息求突破，扎扎实实打
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战场上，战鼓声声催人奋进。只要万
众一心拧成一股绳，频道不换、靶心不散，一鼓作
气、顽强作战，就一定能如期实现一个都不落下地
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社会！（参与采写：李松）

决战脱贫攻坚 共进小康社会
写在第六个国家扶贫日之际

脱贫攻坚是治国理政的生动实
践，更是初心使命的庄严兑现。国
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近日再次明
确表示，预计到今年底，全国 95％
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
贫 ， 9 0 ％ 以 上 的 贫 困 县 将 实 现
摘帽。

脱贫攻坚战打响 6 年来累计减
贫 8239 万人，相当于德国的人口数
量。今年底还将再减贫超千万，中
华民族历史上未曾解决的 “吃不
饱、穿不暖”问题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
国奇迹。奇迹的背后，是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是党带领全体人民
胼手胝足的奋斗史。每一个贫困户
的脱贫都是系统工程，凝聚着扶贫
干部和贫困户的汗水、泪水甚至是
鲜血和生命，兑现着党中央的庄严
承诺。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最后的
“ 5% ”是关键。当前尚有主要集中
在深度贫困地区的 1660 万贫困人口
未脱贫。“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仍有 17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
国现有贫困人口的 12 . 5% ，贫困发
生率 8 . 2% 。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
复杂，脱贫难度大，是难中之难、坚
中之坚 ，是脱贫攻坚 “最后的堡
垒”，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战的质量
和成效。

攻下 5% 的深度贫困堡垒要抓住
主要矛盾，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要摸清“两不愁三保障”

问题底数，明确时间表、路线图，逐
村逐户查问题、补短板，确保脱贫质量；要坚
持现行脱贫标准，既不能吊高胃口，也不能降

低标准；同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稳定性，防止“翻烧饼”。

攻下 5% 的深度贫困堡垒要有
产业支撑。有了产业才能不断引入
资金、技术、人才；有了产业贫困
户持续增收才有保障，脱贫基础才
稳固；有了产业才能打造一支带不
走的扶贫工作队。打造产业要因地
制宜，要稳扎稳打，要逐步从一
村、一县发展到嵌入区域产业
链条。

攻下 5% 的深度贫困堡垒，

预防返贫和脱贫同样重要。要严
把贫困退出关，确保脱贫质量，
严格执行贫困人口和贫困县退出
标准和程序 ，确保脱贫成色真
实，脱真贫、真脱贫。脱贫之后
要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
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
监管“四不摘”政策，让深度贫
困地区贫困群众在巩固基础上提
高，在扎实提高中巩固，逐步过
渡到乡村振兴。

当前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
关键阶段，要在“打法”上有所
区别 ，更要防止松懈、防止滑
坡。进入冲刺阶段，更须全力以
赴。要确保频道不换、靶心不
偏，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
全胜决不收兵！

（记者侯雪静）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独臂乡贤”余代平：只手摘“穷帽”
43 岁的余代平身材清瘦，后背微驼，眼睛干

净明亮。他站在树荫下，微风吹着他空荡荡的右
袖管。

余代平身后的山坡上，一只只羽毛乌黑的“山
地鸡”昂首挺胸，踱着方步，好似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我养的不是一般的鸡，俗称山地鸡，都是喂
的粮食，每天多数时间在山上散养。”余代平指着
远处的一个山头说，“它们会飞，能从那里飞过来。”

不善言辞的余代平，平时说话会脸红，眼神闪
躲，但只要说到他养的鸡，就会变得滔滔不绝。

余代平是重庆城口县鸡鸣乡祝乐村养鸡大
户，也是远近闻名的“独臂乡贤”。

鸡鸣乡所在的大巴山区，是我国最贫困的地
区之一。重庆市精准识别出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
鸡鸣乡即名列其中。

5 年前，余代平既不是养鸡大户，也不是“独
臂乡贤”，而只是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残疾人
贫困户。18 年前，余代平在外地当电缆工人，一场
生产事故夺去了他的右臂。他治病欠下巨额债务，
也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

余代平咬牙学会了用一只手穿衣服、吃饭、干
农活。同时，余代平发现养鸡经济效益不错，而且
对体力要求不高，就雄心勃勃地尝试喂养山地鸡。

结果是一败涂地。
余代平不懂养殖技术，自建的鸡舍既不通风也

不卫生，加之养殖技术不过关，他的鸡因此死了不
少。来回折腾了很多年，余代平依然没能摆脱贫困。

5 年前，脱贫攻坚战正式打响，余代平被认定
为建档立卡户。乡党委书记李明伟上门走访，询问
有什么困难。余代平犹豫了一会儿，红着脸说：
“能……能不能……教我养鸡？”

李明伟感到很意外，他原本以为余代平会以
残疾人的身份，找政府要钱要物。当场，李明伟回

答得爽快：“没问题。”

当时，鸡鸣乡将山地鸡养殖作为脱贫主导产
业之一。乡里为余代平提供了５万元的小额贷款，
并安排他到县里举办的种养培训班学习，还为他
打通了销售渠道。

搭建鸡舍、购置鸡苗、疫苗接种……余代平起
早贪黑，养鸡场终于办起来了。100 只、500 只、
1000 只……余代平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如今，
他的养殖规模达到 5000 只，年收入超过５万元。

2018 年初，余代平递交自愿脱贫申请书，并
顺利摘掉了“贫困帽”。申请书上歪歪扭扭写着：
“我已经享受了不少好政策，现在收入高了，不能
光靠国家，我申请不当贫困户了。”

当前，脱贫攻坚已到冲刺阶段，但仍有部分贫困
户脱贫内生动力不足。城口县选拔新乡贤，依托其个
人威望对内生动力较弱的贫困户实施思想帮扶。

余代平也被选为鸡鸣乡的新乡贤之一。新乡
贤们组成巡回宣讲团，他们用自己的故事和身边
的故事，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动力。

余代平身残志坚，自力更生养鸡脱贫的故事，

鼓舞了很多贫困户。然而，仍有部分内生动力偏
弱者存在。

有一次，一个贫困户找到鸡鸣乡党委书记
李明伟抱怨：“搞产业太累了，坚持不住，扶贫不
如直接发钱。”

恰巧余代平在场，平时沉默寡言的他甩了甩
了空荡荡的袖子：“我都能做到，难道你做不到？”

对方羞愧难当，灰溜溜地回家，开始踏踏实
实发展中药材产业。

如今，余代平有了新的目标——搬到鸡鸣
乡场镇住，高山上的老房子全部改造成鸡舍，进
一步扩大养殖规模。

“我已经在场镇上看好了一套 200 平方米
的房子，正准备买下来。”余代平说。

“你一个人住，为什么买那么大的房子？”李
明伟不理解。

突然，李明伟反应过来：“我知道，你是想成
家了。”

余代平没有回答，红着脸笑了。
（本报记者张倵瑃、赵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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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代平正在给山地鸡喂食。
城口县委宣传部供图

有一次，一个贫困户找到鸡鸣乡党委书

记李明伟抱怨：“搞产业太累了，坚持不住，

扶贫不如直接发钱。”恰巧在场的余代平甩

了甩了空荡荡的袖子说：“我都能做到，难道

你做不到？”

左图：2019 年 5 月 10 日，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勇村孩子们走在新修的放学路上。
右图：2012 年 7 月 4 日，弄勇村弄顶屯的孩子们扛着生活用具爬悬梯回家。 均为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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