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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 11 月 21 日电（记
者丁乐）“全面小康和脱贫攻坚的
中国实践与世界贡献”主题展览于
20 日至 22 日在广州举办，作为
2020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
州）活动之一，展览精选 170张照
片，展示中国在世界减贫史上创造
的奇迹，呈现中国人民打赢脱贫攻
坚战之路的精神风貌。本次展览线
上线下双语同步展出，线上部分将
持续至 2021年 1月 22日。
　　展览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
研究会主办，从“小康不小康，关
键看老乡”“扶贫必扶智，治贫先
治愚”“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
人”“道路通，百业兴”“坚持社会
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6 个维度，生动诠
释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
　　旧貌换新颜，脱贫成效有目
共睹。展出图片中，废旧窑洞被改
建成图书馆、医护人员为老人上
门检查、农村搬迁户住进安置小
区……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
保障加强，贫困地区发展显著加
快。西北沙漠复绿、沿海风光明
媚，山间宛如彩虹的大桥、公
路……中国走出一条生态扶贫的
特色路子，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
　　透过一张张笑颜，观众不仅
看到个人奋斗的喜悦，还有全社
会的守望相助。土家族妹子直播
推销特产、加工产业助留守妇女
家门口上班、村民开起茶馆迎接
游客……电商扶贫、产业扶贫、
旅游扶贫等新动能注入，贫困户
就业创收渠道更多。
　　管中窥豹，中国一直坚定地
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
成效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前所
未有，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
迹。2016 年至 2019 年，中国超
过 5000 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
对贫困，中国的减贫实践得到国
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
说，中国“十三五”期间的发展非
常成功，也为全球的扶贫做出了
杰出的贡献。今天中国扶贫的宝
贵经验，正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
　　阿联酋驻广州总领事拉哈
曼·本·阿卜杜·拉赫曼·沙姆希认
为，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使
命，中国让数量如此庞大的人口
快速脱贫，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
说都是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实现
的，中国的脱贫经验为世界提供
了正面教材，中国脱贫的成果对
世界意义重大。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迄今已成功举办 4届。本届会议以“大
变局、大考验、大合作——— 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主题，600余位国内外人士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为丰
富读懂中国的内容，大会举办 10场研讨会，策划多种形式的配
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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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曹志恒、于涛、周晔

　　 2020年 11月 1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发布公告，批准莎车县、叶城县等最后
10个未脱贫县“摘帽”。至此，新疆 32个贫困县
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
　　占六分之一国土的新疆，是我国与周边
国家接壤面积最大的省区，边境线长达 5700
多公里。
　　自古以来，边塞诗人笔下的西域边疆苍
茫雄奇，苦寒悲切，读来令人动容。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
坚持把边境地区作为重中之重，产业扶贫、易
地搬迁、转移就业、自主创业……脱贫攻坚取
得决定性成就。

守边：生活巨变，情怀不变

　　初冬时节，帕米尔高原深处迎来第一场
雪。四周环山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马
尔洋乡皮勒村村委会大院，一周一次的升国
旗仪式正在举行。国歌声响起，全村老少向国
旗行注目礼。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
在高原蓝天映衬下格外鲜艳。
　　参加完升国旗仪式后，胡加·赛都克骑上
专为护边员配备的摩托车，沿着穿村而过的
柏油马路，很快消失在大山后面。路的一边是
陡峭高山，另一边是奔腾的叶尔羌河。
　　“路通了，孩子们上学再也不用骑骆驼、
溜索道了，到了开学，就有公交车来接孩子，
娃娃们少吃些苦，我们也放心。”胡加说。
　　 2019 年，全长 207 米的皮勒村大桥建
成，村民走出大山的路更便捷了。目前，全村
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1 4 0 人，入学率
100%。以前因道路难行或家庭贫困失学、辍
学现象再没有了。
　　这个曾因贫困出名的边境山村，如今已
把贫困远远甩在身后。胡加的家距村委会 12
公里，是全村最偏远的一户人家。“2016 年就
脱贫了！”胡加自豪地说，“每月有 2600 元固
定收入，家里还有粮食和草场补贴，我的任务
就是守好边。”
　　守土护边是帕米尔高原各族居民世代
传承的使命。“在这里，他们护的不仅是山，
更是家与国。”塔县县委书记王福友说，一些
青壮年主动请缨坚守山里，更多人选择搬迁
下山，进城务工，发展产业，彻底摆脱贫困。
　　两年前，斯提瓦力迪·司马义和苏来曼·
司马义兄弟俩还是高原上的贫困牧民。在脱
贫政策扶持下，两家人先后搬迁下山。
　　“弟弟 2017 年先搬下来，住进了安置小
区，还分得一个扶贫温室大棚，”哥哥斯提瓦
力迪说，“让我惊讶的是弟弟学会了种甜瓜和
蔬菜，当年收入就有 2万多元，第二年就顺利
脱贫。”
　　 2019年春天，哥哥也下定决心搬迁。“谁
不想过上现代化的美好生活？”斯提瓦力迪
说，高原环境恶劣，医疗卫生条件差，前些年
爸爸就因突发心脏病、无法及时救治去世，
“要是现在，完全有可能抢救回来。”
　　在新疆阿克陶县城郊的昆仑佳苑和丝路
佳苑两个易地搬迁安置小区，安置了从帕米
尔高原山区搬迁下来的 1 万多贫困人口。安
置房通了水、电、暖，小区内还建有医院、幼儿

园、活动中心等。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新疆各地农村、城
镇建成安居工程数百万套，1000 多万群众喜
迁新居；农牧区医疗设施条件明显改善，乡镇
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率均达 100%。
　　天山以北，阿尔泰山脉东南侧的青河县
紧邻中蒙边境，高山高寒，冬季漫长寒冷。土
地贫瘠曾让牧民频繁地“逐水草而居”，青河
县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如今，一座新镇在青河县东南方向拔地
而起，楼宇崭新，基础设施齐全便利。这里成
为北疆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点，4000 多名农
牧民入住。

兴业：腰包鼓了，脑袋富了

　　在中哈边境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原野上，
散布着田垄整齐的沙棘林。沙棘——— 这个颜
色橙黄、味道酸甜的小果实，如今成为当地农
民脱贫致富的“金豆子”。
　　农民艾麦尔·达吾提在过去 45 年中，也
像沙棘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艰苦生活。“从没有
想过沙棘会让我们脱贫增收。”他说。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乌什县因地制宜、
结合本土特色，把发展沙棘产业作为带动农
牧民脱贫致富突破口。经过一年发展，沙棘苗
圃基地已初具规模。艾麦尔·达吾提也“转型”
为种植员，实现稳定就业。
　　“不仅要‘拔穷根’，还要推动产业发展质
效双提升，提高产业带贫、益贫能力，助力贫
困户脱贫又致富。”乌什县扶贫办党组书记孙
国元说。
　　在新疆辽阔的边境地区，特色养殖、纺织
服装、民族手工业……这些因地制宜的特色

产业，已成为各族群众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
　　帕提古丽·吐尔逊每天早上都会穿上干
净整洁的工作制服，步行十分钟来到工作厂
房，这是一家位于喀什地区莎车县扶贫产业
园里的食品加工企业。
　　“过去总以为核桃和巴旦木只是零食，眼
下我们亲手把这些干果加工成高档油料，感
觉非常神奇。”帕提古丽说，驻村扶贫干部帮
她联系到这家企业时，她没有任何技术，一年
来边工作边学习，成长为车间技术骨干，“每
个月拿到 4000多元工资，我家彻底甩掉了贫
困户的帽子。”
　　从北疆戈壁到南疆高原，一座座扶贫车
间让许多贫困妇女第一次“走出家门”，领到
人生第一份工资。截至 2019 年底，新疆纺织
服装产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700 多亿
元，带动就业人数近 60 万人，其中相当数量
是女性员工。

圆梦：奔向小康，拥抱幸福

　　霍尔果斯，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北道
商贸重镇，声声驼铃响彻千年。如今，商旅驼
队已被中欧班列所取代。
　　海路尔·吐拉洪出生在伊犁河谷一个牧
民家庭，他没想到家传的烤馕手艺，会让他成
为外贸企业的员工。
　　在中哈边境口岸的霍尔果斯馕产业园，
厂房宽敞整洁，一个个环保智能电馕坑整齐
排列，先进数控系统显示馕坑温度，一个馕用
多少面粉、油、配料都有着统一标准。
　　海路尔和其他 500余名贫困群众在这里
就业，“现在月工资 3000多元，相当于过去半
年的收入，”海路尔说，“这里能挣钱，还能学

到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很多朋友通过在这里
打工实现了脱贫。”
　　奋力搬掉“贫困”这座大山后，为了巩固
提升脱贫成果，霍尔果斯市大力发展产业带
动就业，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人人有事干、
月月有收入，“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得到
解决，贫困发生率降至零。
　　帕米尔高原上的易地扶贫搬迁户古丽
汗·艾则孜今年开了一家饭馆，因为紧邻中国
和吉尔吉斯斯坦通商的吐尔尕特口岸，一些
外籍商人也成了常客。“没想到我能吃上‘口
岸饭’。”她说。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当地扶贫部门把
138 户贫困牧民扶贫搬迁到口岸附近，完善
店铺、市场等设施，鼓励他们利用口岸资源和
区位优势创业。
　　古丽汗的饭馆就是借助扶贫资金建立
的。她说，饭馆每月能挣 4000多元，丈夫在口
岸里做库管每个月也有 3000 元收入，“搬迁
下来的乡亲们都脱贫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办介绍，对退出
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在过渡期内，保
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在全面完成脱贫
任务基础上压茬推进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
　　新疆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各族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有力激
发 2500万边疆儿女爱国之情，形成爱国兴疆
强大合力。
　　站在新的起点上，新疆正奋力推动丝绸
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带领
边境地区各民族群众再创新奇迹。
     新华社乌鲁木齐 11 月 21 日电

▲位于帕米尔高原上的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处村庄新貌（6 月 10 日摄）。新华社记者胡虎虎摄

　　新华社兰州 11 月 21
日电（记者王朋）记者从 21
日召开的甘肃省政府新闻
发布会获悉，甘肃省人民政
府批准最后 8 个未脱贫县
脱贫摘帽。至此，甘肃 75 个
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
序列。
　　此次摘帽退出的 8个县
分别是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
族自治县、临夏县，陇南市宕
昌县、西和县、礼县，定西市
岷县、通渭县，庆阳市镇原
县，全部是深度贫困县。
　　截至 2019 年底，8 个县
未脱贫人口减少到 10.14 万
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3.2%，80% 的贫困村出列，
为整县摘帽退出奠定了坚实
基础。
  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主任任燕顺介绍，甘肃 75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退出，并不
等于脱贫攻坚画上了句号。
甘肃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

进一步查缺补漏，做好巩固脱贫成果、提高
脱贫质量、防止返贫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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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兴国：苗木基地务工忙

  ▲ 11 月 20 日，村民在江西兴国县埠
头乡龙砂村碧桂园苗木花卉基地务工。目
前，该县已建成产业扶贫基地 515 个，累计
联结带动贫困户 28377 户（次）持续稳定增
收。           （陈鹏摄）

　　新华社贵阳 11 月 21 日电（记者郑明鸿、
施钱贵）七二村，这个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桐梓
县大河镇的小山村，因穿村而过的 210 国道
在此拐了大小 72个弯而得名。
　　七二村土地资源匮乏，户均不足一亩田、
人均不足一亩地。“辛苦一年种的粮食，往往
只够吃八九个月。”村民李逊说。
　　 210国道曾是遵义到重庆的必经之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条公路上过往车辆川流不
息。由于经济落后、缺乏法治观念、发展意识淡
薄，部分当地村民便滋生了“靠路吃路”的念
头，时常抢夺过往车辆上的物资，七二村因此
成了过往司机的梦魇。“最严重的时候，村里的
孩子 10多岁就跟着大人抢东西，不少孩子没
有读到初中就辍学。”七二村村支书方勇说。
　　为了刹住这股歪风邪气，1989 年和
1992 年，桐梓县公安机关先后开展了两次整
治“车匪路霸”专项行动。方勇回忆，1992 年
专项整治时，村里的青壮年村民几乎都跑光

了，只剩下老人和小孩。
　　统计数据显示，1993 年至 2004 年，七二
村共有 261 名村民因违法犯罪被判刑，涉及
近一半的家庭，七二村曾被列为遵义市打击
违法犯罪重点防控区。
　　七二村的改变，始于 21 世纪初。在当地
政府部门的严厉打击下，加之兰海高速重庆
至贵州段建成通车，210 国道的车流量减少，
“车匪路霸”很难再兴风作浪。
　　在方勇看来，除村民不懂法外，致富无门
路、家庭贫困、生活困难也是曾经的七二村犯
罪率高的原因。因此，在开展普法教育的基础
上，当地政府还积极引导群众因地制宜发展
产业，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方勇介绍，七二村森林覆盖率达 85%，
气候凉爽、交通便利。2008 年以来，七二村利
用气候和交通优势，紧紧依托重庆市场，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
　　大河镇党委副书记娄刚告诉记者，当地

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扩宽
了过去坑坑洼洼的 72道拐，将砂石路面升级
成了柏油路面。每到夏季，前来避暑的重庆游
客源源不断，七二村有了人气。
　　近日，记者乘车前往七二村时看到，第
72 个弯道处有一座法治文化广场。站在广场
边往下看，如今的七二村民居错落有致，一片
安静祥和。
　　 72个弯道，每个弯道处都立着一块普法
宣传牌。桐梓县司法局副局长赵行河说，这是
当地打造的“法治大道”，目的是让当地群众、
游客和过往车辆驾驶员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
治教育。
　　经过最近 10多年的整治，七二村实现了
从“乱”到“治”的蜕变。2019 年，七二村共接
待游客近 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795万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 1.2 万余元，全村超过一半
的村民家庭年收入超过 10万元，其中有 7户
家庭年收入超过 100万元。

“七十二拐”村从“乱”到“治”

告别千年苦寒  共圆小康梦想
新疆万里边境上的脱贫纪实

  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杆洞乡尧告村高山天然牧场，
驻村脱贫攻坚工作队员李义成
在了解牛的生长情况（ 4 月 26
日摄）。

  融水是广西 20 个深度贫
困县之一，贫困发生率一度高
达 28.53% 。近年来，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成效。

  11 月 20 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融水退出贫
困县序列，至此，大苗山的百姓
告别了绝对贫困。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大苗山告别

绝 对 贫 困

　　 66 岁的田文斌将帽子一摘，右手在花白的头发上梳了两
把，一个跨步走上舞台。待到舞台正中，他抱拳向两侧的鼓乐
手示意。

　　“五台山困住了杨老将……”在吼出“五”字的那一刻，一
秒钟前还无处安放的双手已紧贴裤腿放好，他平时微驼的背
也挺得笔直。

　　田文斌不是专业演员，他是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黄
沟村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而固原市地处素有“苦瘠甲天下”

之称的西海固地区。

　　田文斌“吼戏”的舞台，位于中河乡庙湾村的梁云文化
大院。

　　一大早，他和老伴苏琴香骑电动车赶了 10 多里路前来，参
加在这里举办的一场乡村票友会。由于方圆十几里能说会唱的
村民来了不少，为让大家中午吃好，应票友会发起者、老友梁云
之托，田文斌利用上台前的间隙和老伴到梁云家厨房帮厨。

　　取围裙、搬板凳、添柴生火，田文斌熟练得像是进了自家
厨房。除了老伴“指挥”他端碗、拿面时偶有交谈外，他很少说
话。苏琴香了解老伴性格，尽量不去打扰。

　　“他爱唱秦腔，可以前真没闲心唱。”苏琴香说，老两口年
轻时种了 30 多亩地，小麦、胡麻、土豆、玉米都种过，就为了能
让孩子们吃饱饭。现在日子越过越好，孙子也上大学了，老两
口终于有功夫搞搞业余爱好。

　　柴火炙烤下，大铁锅里油呲呲啦啦地响，苏琴香倒入打好
的鸡蛋。“别糊了，勤炒着”，苏琴香话音刚落，田文斌立马从小
板凳上起身，用一把小铁铲翻炒着鸡蛋，依旧没有言语。

　　但一谈起秦腔，田文斌就兴奋起来。“我喜欢唱《金沙滩》
困山选段，很有气势。”田文斌说。

　　说话间，屋外来人通知“该上台了”，田文斌赶忙安排好手
里的活，略一收拾，便快步走出厨房奔向舞台。

　　从唱腔到姿态，田文斌几乎与专业演员无异。唱到精彩
处，台下爆发出阵阵掌声和喝彩声。看着田文斌台上台下的
“反差”，一位村民悄声问苏琴香：“这是你老汉么？”苏琴香笑
眯眯地点了点头。

　　“以前生活苦，过了 60 岁就很显老了，现在你看我们 60
多岁，精神头都还不错。日子好了，可要好好过。”苏琴香在台
下跟人聊着天，眼神却从没离开台上的老伴。

　　临近中午，田文斌这边刚收声，在台下已等了多时的苏琴
香赶紧接他下来。牵着老伴的手，步入厨房拿出擀好的面条下
锅，田文斌又变回了话不多时的样子。

　　苏琴香有时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院这个平台，老伴儿能说
会唱的这一面，可能很少会展现出来。

　　在宁夏固原市，乡村文化能人不缺舞台。

　　除了大力扶持以梁云、戴天福等文化能人名字命名的文
化大院外，当地还按照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活动室、
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图书阅览室、一套文化器材、一套广播影
视器材及一套体育健身设施的“七个一”标准配套建设了村级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目前在固原市已实现全达标全覆盖。

　　中河乡文化站站长简福祥说，西海固群众的腰包鼓了，这
里的“文化庄稼”长势正旺。    （记者何晨阳、靳赫）
                据新华社银川电

田老汉又“吼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