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吉哲鹏、字强

　　这里山区占国土面积的 98.4% ，
平均海拔 2800 米，属典型的高寒冷
凉山区；
　　这里聚居的彝、汉、纳西、普米等
12 个民族，从封建领主制等直接过渡
到社会主义社会；
　　这里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贫困
发生率曾达 35.43% ……
　　在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段、俗
称小凉山的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
自治县，干部群众攻坚克难，从这样

“山、少、边、穷”的困境中突围，摘掉
了千年贫困的帽子，同全国一道实现
全面小康，谱写了“民族直过区”旧貌
换新颜的奇迹。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踏上新
征程，宁蒗列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基础设施稳
步提升，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各族
儿女共同团结奋斗，让索玛花儿绽放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田野上。

山河巨变换新颜

　　很多人以为，小凉山是一座山。其
实，小凉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山。
　　不到小凉山，就难以想象高寒山
区和“民族直过区”发展的艰难；不到
小凉山，就无法明白各族群众对摆脱
贫困的渴盼。
　　在宁蒗县规模最大的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区幸福家园，有一间“村史馆”，
老照片里的木楞房、杈杈房，诉说着曾
经的辛酸。
　　在“村史馆”的窗外，是一栋栋五

层高的安置房。小区里绿树成荫，居民
在路边闲坐聊天，孩童蹒跚学步。
　　今昔的巨大反差，让 57 岁的金
补阿牛如同做梦。2019 年 11 月，她
从烂泥箐乡马金子村的木楞房里搬迁
到幸福家园南区，家中摆放着电视、冰
箱、沙发、茶几，温馨舒适。
　　“七沟八梁一面坡，十年九灾望天
收”。回溯历史，小凉山刀耕火种、游耕
游牧的生产方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的困苦生活并不遥远。
　　由于横断山阻隔，加之经济社会
发展起步晚、欠账多，宁蒗“一方水土
养不活一方人”的情况尤为突出。
　　“以前住在山上的木楞房里，漏风
漏雨，几乎顿顿是洋芋、苦荞饭。山上
很冷，还经常生病，下山去卫生院的路
也很难走。”金补阿牛回忆。
　　 5 年来，为推动宁蒗脱贫攻坚，各
级党委政府累计投入资金 60 亿元，把
居住在“六类地区”的 4.2 万余名群众
搬出大山，新建和改扩建农村公路
1528 公里，硬化村组道路 1389 公里，
建成惠及 18 万人的水利工程，建设小
凉山学校、宁蒗二中等学校，目前全县
51.5% 的学生在县城集中就学。
　　近几年，宁蒗县还争取上级补助资
金 6.6 亿多元，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38552
户，让山区群众住上了安居房、暖心房。
　　丽江市委常委、宁蒗县委书记杨
承新说，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宁蒗
拿出县城“黄金地段”330 多亩地建
设幸福家园，安置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2808 户 12000 余人，学校、医院等配
套项目一应俱全。
　　“共产党把我们放在心尖上，把这
么好的地段给我们住，帮我们搬下山
找出路，这里真的就是幸福家园。”金
补阿牛说。
　　 2020 年 11 月，宁蒗县正式退出
贫困县序列，圆梦全面小康，成为云岭
大地乃至全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

发展的缩影。
　　山河巨变，两组数据对比可见一
斑——— 1956 年宁蒗农民人均纯收入
仅为 38 元，2020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8972 元；1958 年宁蒗
地区生产总值仅为 918 万元，2020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67.3 亿元。

太阳照耀小凉山

　　在小凉山巨变中，回答好一道道
考题、攻克一个个难关，彰显出社会主
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催开了一朵朵
索玛花儿。小凉山儿女的幸福生活离
不开党的坚强领导。
　　宁蒗既普通又特别：在共产党带
领下，1950 年和平解放，小凉山升起
了温暖的太阳。1956 年成立彝族自
治县，紧接着是长达数年的平叛剿匪。
此后，从兴办学校、建设公路、开通机

场到民族团结、依法治县，宁蒗各项事
业蓬勃发展。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三峡集
团、上海杨浦区、云南烟草等对口帮
扶，云南省、丽江市的 57 个派出单位
和宁蒗 37 名县级干部挂乡包村，91
支扶贫工作队、7539 名帮扶干部奔赴
战贫一线，用最强的队伍打最硬的仗。
　　在决战贫困中，抛洒汗水、奉献青
春的党员干部比比皆是，甚至有人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
　　火把节，是彝族同胞最为隆重的节
日。2020 年 8 月，跑马坪村的群众在
祭火时，增加了一项特别的仪式——— 怀
念牺牲在脱贫路上的宁蒗县纪委监委
驻跑马坪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沙天文。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1988
年至今，江苏海安的 10 批、285 人次
教师接力扎根宁蒗开展支教帮扶，累
计培养初、高中毕业生 2 万多名，输

送大、中专生 1 万多名，书写着东西
部教育帮扶的时代传奇。
　　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
渔”。今年 5 月，在宁蒗县政府和上海
援滇干部的帮助下，当地第一条禽类
加工生产线正式运行。
　　“群众把家里的牲畜、家禽变成了
商品，鼓了腰包，还在山乡与市场的对
接中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上海援滇
干 部、宁 蒗 县 委 常 委、副 县 长 孙 胜
大说。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
乡村振兴中，宁蒗注重充分发挥党支
部的作用。
　　过去由于缺乏技术，宁蒗苹果的
口感好但卖相不好。2016 年，大学毕
业的鲁权回到家乡宁蒗创办公司，依
托科技和电商，专攻早熟、晚熟相结合
的高海拔苹果。
　　“种植基地海拔在 2700 米到
2800 米左右，所以我起名叫‘ 2700
苹果’，品质很好。”鲁权说，公司通过
1 名党员带动 1 户脱贫户和 4 户普通
群众的“1+1+4”模式，带动果农 900
多户，户均增收约 1 万元。

携手奋进新征程

　　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宁蒗县把
位于跑马坪乡的凉山彝务办事处旧址
修缮为宁蒗解放纪念馆，缅怀革命先
烈、传承红色精神。
　　经过接续奋斗，小凉山各族儿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当前，宁蒗探索
出精准防贫工作体系，党员干部担当
奉献初心不改，乘势而上、再接再厉，
确保脱贫不返贫、振兴不掉队。
　　为了搬迁群众的后续发展，宁蒗
以党建引领，推进转移就业，组织妇女
学习刺绣等技能。
　　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
上好日子。宁蒗在幸福家园建设了民族

团结进步广场。紫玛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卢云花说，各族群众每逢节日
一起过，有了困难互相帮，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宁蒗农民有‘三宝’——— 土豆、洋
芋、马铃薯”，这句玩笑话道出了昔
日群众生计的无奈。
　　宁蒗通过沪滇合作、科技支撑、
企业带动，把马铃薯从“救命薯”变成

“致富薯”，还依托高寒冷凉气候，打
造滇西北最大的马铃薯脱毒种薯繁
育基地。
　　大山温度、阳光味道，是小凉山
物产的共同特征。目前，宁蒗已发展
马铃薯 20.2 万亩、苹果 6.5 万亩、
荞麦 6 万亩、花椒 42.2 万亩。
　　山鹰飞得再高，也要回到自己的
巢；小凉山再高寒偏远，人们也不改
对故乡的挚爱和建设家乡的努力。
　　 2009 年，摩梭人鼎雅鲁汝从
外地回到家乡永宁镇扎实村。他家
的摩梭老宅是村里第一批挂牌的摩
梭母系家庭重点保护民居之一。
　　以老宅为基础，鼎雅鲁汝和弟
弟建造了“树屋”，经营起民宿客栈，
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和他们在祖母
房里围着火塘喝酥油茶。
　　距离扎实村不远的泸沽湖是宁
蒗的“母亲湖”，长期保持Ⅰ类水质，
成为游客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近年来，在泸沽湖护湖整治行
动中，宁蒗县拆除了沿湖 80 米生
态红线范围内的 160 户民居客栈
建筑、17 处亲水平台和 6 个码头。

“房退湖进才能减少人为污染。”宁
蒗县委副书记、丽江泸沽湖管理局
局长徐开诚说。
　　对这片山水的守护和文化的传
承，成为宁蒗践行“两山论”、擦亮发
展底色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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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亥之末，庚子之春，大疫突至。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
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同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 一场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迅速打响，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下，14 亿中国人众志成城，构筑起疫情
防控的坚固防线，创造了人类同疾病
斗争史上的又一个英勇壮举，也铸就
了伟大的抗疫精神——— 生命至上、举
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
与共。

生命至上：彰显人性光辉

　　疫情暴发，湖北武汉，医护告急！
病床告急！医疗物资告急！生活物资
告急！……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
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
事。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一时间实施集
中统一领导，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
确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周密部署
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因时因势制
定重大战略策略，成立中央应对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
在第一位”“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
生命”“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病
亡率”……习近平总书记对抗疫作出
重要部署。
　　 4 万多名“白衣天使”从全国各地
驰援荆楚，与死神竞速；与此同时，4
万多名建设工人赶赴湖北，火神山、雷
神山传染病专科医院在 10 余天时间
内竣工交付使用，创造令人惊叹的“中
国速度”。
　　鲜红的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
飘扬。在火神山医院，每一名党员的
防护服上都贴上了党徽图案。“我们要
用行动告诉患者，再危险的地方，都有
党员和他们在一起。”重症医学一科副

主任宋立强说。
　　时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的张定
宇抱病迎难而上，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
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挺在最前面。
　　护佑生命，不惜代价———
　　“一定要让他活下去！”25 天人工
体外膜肺（ECMO）、50 天呼吸机，辽
宁、河南、福建等援鄂医疗队和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东院医务人员硬是将一名

重症患者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全国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
备、最急需的资源向疫情严重的武汉等
地集中，为的就是最大程度提高检测
率、治愈率，最大程度降低感染率、病
亡率。
　　从 2020 年 2 月中旬最高峰时的
近 1 万例，到 4 月 14 日下降到 57 例，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中重症患者转归为

治愈的超过 89%。
　　一张张口罩勒出伤痕的脸庞，一件
件汗水浸透的衣服…… 4 万多名白衣
战士与 54 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
员以身为盾，给生命以最强劲的守护。

众志成城：汇聚磅礴力量

　　万家团圆的除夕夜，一个个白衣

天使“逆行”武汉；短时间内，19 个省
份以对口支援的方式支援湖北省除武
汉市以外的 16 个市州及县级市。
　　无数人用挚爱守护苍生，凝聚起
阻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我们把重症、感染和呼吸相关科
室主任几乎都选派到了湖北，很多人
都有抗击非典的经验。”北京协和医院
副院长韩丁说。
　　呼吸机、防护服、救护车等各类医
疗物资全国调运，粮油、蔬菜、水果等
各类生活必需品八方汇集……全国人
民万众一心，同舟共济。
　　得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急
缺人手，河南太康县兰子陈村 5 名

“90 后”小伙自发组团赶赴武汉；
　　从事餐饮行业的四川姑娘刘仙，
听说武汉一些医护人员吃不上热饭，
带着厨师和食材来到武汉，每天为医
护人员送上热腾腾的盒饭；
　　每天 60 多公里，快递小哥朱红涛
一遍又一遍地穿过人影寥寥的武汉街
头，不仅送包裹，还当社区采购员、给
老奶奶买药；
　　一段段音乐、播报，“90 后”志愿
者华雨辰用声音传递力量，作为音乐
教师的她，疫情中，有了司机、搬运工、
方舱播音员等多重身份；
　　……
　　千万人口的武汉，“封闭”之下两
个多月维持基本稳定，是亿万爱心扛
起了这座城！

科学战“疫”：贡献“中国方案”

　　用 1 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
延势头，用 2 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
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 3 个
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
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
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了
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2020
年 9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
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在这场抗疫中，科学的“硬核力
量”成为阻击疫情有力的武器。
　　从“四早”“四集中”到联防联控、群
防群控；从实行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到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因时因势制定重
大战略策略；从中西医结合探索临床治
疗有效方式，到 50 天内诊疗方案不断
迭代升级；从抢建方舱医院，到开展大

规模核酸检测；从运用大数据追踪溯
源和推进健康码识别，到新冠疫苗研
发和接种……我国在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斗争中，救治经验不断积累，防
控举措逐步完善。
　　求真务实、科学求索精神，在抗
疫斗争中淋漓彰显。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
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领衔
的军事医学专家组，在武汉连续奋
战 113 天，为研发疫苗、构建免疫屏
障竭尽全力。
　　指导临床救治和科研攻关、中
西医结合抗疫、持续准确判断疫情
状况及趋势走向……这场前所未有
的疫情防控斗争中，钟南山、李兰
娟、王辰、张伯礼等多位院士一直奋
战在一线。
　　其后，在黑龙江、北京、新疆、辽
宁、河北、云南、江苏等地，正是因为
科学应对，及时有效控制了疫情。
　　与此同时，中国同世界各国携
手合作、共克时艰，为全球抗疫贡献
了智慧和力量———
　　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
度，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第一时
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
区组织主动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
间发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
第一时间公布诊疗方案和防控方
案，同许多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开
展疫情防控交流活动，开设疫情防
控网上知识中心并向所有国家开
放，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
治经验。在自身疫情防控面临巨大
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尽己所能为国
际社会提供各种援助，有力支持了
全球疫情防控，以实际行动帮助挽
救了全球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以实
际行动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目前，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对人
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威胁仍在
持续；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
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工作仍很艰巨。我们坚
信，伟大抗疫精神必将激励中华儿
女战胜一切困难，直至夺取抗疫斗
争全面胜利；这一伟大精神，必将转
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
力量。
        （记者侯文坤）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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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耀小凉山 索玛花开幸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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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医务人员在武汉体
育中心方舱医院前竖起拇指
为自己和同伴加油鼓劲
（2020 年 2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在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幸福家园，
两个女孩在求知书屋看书（8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