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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账本的故事———“扶贫攻坚

就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精准扶贫”

十八洞村， 湘西一座普通的

小村庄。

阜平之行一年后，2013 年 11

月 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首

次提出“精准扶贫” 重要论述。

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地处

武陵山脉腹地， 是一个藏在偏僻

幽静山谷中的苗族聚居贫困村。

总书记到十八洞村那年， 全村贫

困发生率高达 57%。

村民石拔三清晰记得， 习近

平总书记到她家中看望， 坐下来

同一家人算收支账， 询问有什么

困难、有什么打算，察看了她家的

谷仓、床铺、灶房、猪圈，勉励一家

人增强信心，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

美好生活。

“他希望大家把种什么、养什

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不要喊大

口号， 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

目标。 扶贫攻坚就是要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村民施成富回忆道。

2016 年全国两会湖南代表团

审议现场：

习近平总书记同代表们一边

回忆当时的情景， 一边又算起增

收账。

“我正式提出‘精准扶贫’ 就

是在十八洞村” ，“现在人均收入

有多少了？ ” 习近平总书记问。

“您当年来的时候是 1680

元， 现在已经增加到 3580 元。 ”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郭建

群告诉总书记， 十八洞村百姓收

入增加，村容村貌变化，已经成为

全省文明村和旅游定点村， 村民

笑容多了、求发展愿望强了，连大

龄男青年解决“脱单” 问题也容

易了。

“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妇儿？ ”

总书记问。

“7 个，就是‘脱单’ 的大龄

青年 7 个。 ” 郭建群说。

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说：“最

近一段时间有些系列报道我都在

看，看后也很欣慰，本身也起到示

范作用。 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

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打好脱贫

攻坚战 ， 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

标。 ”

2016 年， 十八洞村实现整村

脱贫。

“算账” ，成为精准扶贫最生

动的诠释。

2017 年春节前夕， 在北京向

北 200 多公里的河北省张家口市

张北县的贫困村德胜村， 习近平

总书记坐在村民徐海成家的客厅

里，一笔一笔给他算收入支出账：

“种植马铃薯原种 3 亩 ， 亩产

2000 斤，一斤收入 2 元；一般的商

品薯种了 15 亩，每斤是 5 毛钱。 ”

“这价格差得很多啊。 ” 习近

平总书记从贫困户的小账本上指

出了增收的门路。

习近平总书记说， 马铃薯是

个大产业。 他问当地干部，马铃薯

原种育种这一项有希望做大吗？

“有希望，我们全县马铃薯育

种占到全国五分之一。 ” 县委书记

郝富国答道。

习近平总书记点点头说：“你

们下一步的路子都有了， 就是怎

么把它市场化、 规模化发展起

来。 ”

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

在江西井冈山神山村张成德

家中， 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班

彦村吕有金家中， 在安徽金寨汪

能保家中、陈泽申家中，在宁夏固

原杨岭村马科家中……习近平总

书记翻开一本本扶贫手册，“移民

直补”“公益林补贴”“计生奖”

“劳务收入” ，他察看着一项项精

准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 细致询

问他们的收入和支出， 同困难群

众一起盘算脱贫致富的门路。

不仅是贫困户的收入支出

账。 全国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能

否精确到一家一户，这本账，更是

精准扶贫的基础。

“情况搞清楚了，才能把工作

做到家、做到位。 帮助困难乡亲脱

贫致富要有针对性， 要一家一户

摸情况，张家长、李家短都要做到

心中有数。 ” 在河北阜平县看望慰

问困难群众时， 习近平总书记这

样强调。 2013 年参加全国两会人

大代表团审议时， 总书记进一步

指出， 扶贫不能 “手榴弹炸跳

蚤” ，不能搞“大水漫灌” ，对贫困

人口要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

管理。

总书记所说的 “心中有数”

“精准识别” ，直指扶贫工作的要

害。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

一项史无前例的贫困人口建档立

卡工作在全国展开。 2014 年，扶

贫系统在全国范围开展贫困识

别。 建档立卡使我国贫困数据第

一次实现了到村到户到人。

有了这本“账” ，扶贫开发进

入了“滴灌式” 精准扶贫新阶段。

小账本，大情怀。 党的十八大

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期实践

基础上， 对扶贫工作进行科学总

结和理论提升， 形成精准扶贫方

略，促进了中国扶贫工作大发展。

脱贫攻坚以来的 7 年间，中

国贫困人口减少 9000 多万，相当

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规模。

（三）

茶和果的故事———“‘吃水不

忘挖井人， 致富不忘党的恩’ ，这

句话讲得很好”

端起一杯清香的安吉白茶，

这一片片致富的金叶子曾经只是

偏僻山村的普通作物。

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

时任白茶基地负责人梅喜英还清

楚地记得：2003 年 4 月 9 日，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沿着泥巴

路走进茶园， 询问白茶推广种植

情况———白茶是怎么引进的，怎

么扦插、采集、加工，销售情况如

何。

“没想到作为省委书记，竟然

对茶园里的事这么清楚。 ” 梅喜英

回忆，那次调研后不久，安吉县的

白茶产业得到了跨越式发展，政

府注册了“白茶之乡” 品牌，免费

培训茶农， 拓展出茶文化、 茶工

艺、茶食品等白茶产业链。

如今， 黄杜村白茶种植面积

已从 5000 余亩扩大到 1.2 万亩，

年产值达 1.5 亿元，昔日荒山变身

“茶海” ，村民收入也从“一天赚

一块钱” 变为年人均超过 3.6 万

元。

致富不忘党恩， 先富不忘后

富。

2018 年 4 月 ,黄杜村 20 名党

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

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 提出捐赠

1500 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

脱贫。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件事作出

重要指示， 强调：“吃水不忘挖井

人，致富不忘党的恩” ，这句话讲

得很好。 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

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

富的精神， 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很有意义。

2 年过去了，1500 万株茶苗

在湖南、 四川和贵州 3 省 4 县的

34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扎下根来，

带动受捐地 1862 户 5839 名贫困

人口增收脱贫。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于，扶贫从来不是一个地方、一

个单位、一个人的事。

2015 年 2 月， 习近平总书记

回到梁家河。 他特意坐上越野车

沿着崎岖的山路前往山梁高处的

苹果种植园察看。

得知坡地上种植的苹果亩产

4000 斤，能够收入 2 万多元，习近

平总书记很高兴。 回想起 40 多年

前插队时， 乡亲们受苦受累种的

农作物亩产只有几十斤， 他非常

感慨。

“一定要坚定地把苹果产业

抓下去。 ” 总书记的嘱托，延安市

委常委、 宝塔区委书记刘景堂记

忆犹新。“我们这几年坚定不移地

落实总书记指示， 不断发展壮大

苹果产业 。 这两年丰产 ， 亩产

8000 斤左右， 农民收入大幅增

加。 ” 刘景堂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研究

如何解决好因灾减产、 同果不同

价、丰年难丰收等问题。 特别是提

出的对口帮扶， 让曾经被认为和

贫困地区不沾边的金融产品成为

苹果产业发展的稳定支撑。

在证监会统筹下， 中国金融

期货交易所在对口帮扶的陕西延

长县， 创新推出苹果 “保险＋期

货” 金融产品———由保险公司负

责为果农提供价格保险， 最终价

格波动风险由期货公司在期货市

场进行对冲平抑。

受益的第一批试点户有安沟

镇阿青村果农肖金光。 他 2018 年

按一斤 4 元把家里 30 吨苹果上

了保险，后来遇上市场行情波动，

一斤跌了 1.8 元，“换做以前又要

返贫了，如今保险公司真给赔了，

有底气就更有干劲。 ”

“苹果也能上保险！ ” 肖金光

的经历带动了村民参与。 有了价

格保险保“价” 护航，贫困老区的

苹果成了“金苹果” ，走向迪拜等

国际市场。

2019 年 5 月延安各县整体脱

贫摘帽， 苹果真正成为 “致富

果” 。

一杯清茶、一个苹果、一块火

腿、 一壶小酒……越来越多的贫

困地区特色产品走向大城市的百

姓餐桌。

2018 年 2 月 12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座谈会时强调， 坚持社

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充分发挥

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形

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格

局。

2019 年 11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 15 部门发出《动员全社会力

量共同参与消费扶贫的倡议》。专

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

补充的“大扶贫格局” 逐步形成。

（四）

“弱鸟先飞” 的故事———“加

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让脱

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1988 年，走完闽东九县后，时

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以 “弱鸟

如何先飞” 为题写下闽东九县调

查随感。

他写道，“安贫乐道” ，“穷自

在” ，“等、靠、要” ，怨天尤人，等

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 弱

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

否实现“先飞” 、“先富” ，首先要

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

当时， 不少同志把脱贫的希

望寄托在国家多拨资金、 多一点

关照上。 习近平同志认为：“我们

有必要摆正一个位置： 把解决原

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

自己身上来，这个位置的转变，是

‘先飞’ 意识的第一要义。 我们要

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

己。 ”“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一些未

受制约的领域， 在贫困地区中具

备独特优势的地方搞超常发展。 ”

要“先飞” ，得拿出“敢飞”

的精气神来。

习近平同志发现， 因为在福

建 9 个地市中经济排老九， 宁德

的同志到省里开会， 都坐在最后

一排，不敢大声说话。

习近平同志深感这一局面要

改变。 到宁德工作后，他到省里开

会，总是坐第一排，争着第一个发

言。 他深信，扶贫扶志，贫困地区

缺精气神不行。 不能因为定为贫

困县、贫困地区，就习惯于讲我们

县如何如何贫困，久而久之，见人

矮一截，提不起精神，由自卑感而

产生“贫困县意识” 。

有了“先飞” 的意识，还得有

“能飞” 的“翅膀” 。

在西宁市回族中学高级教师

拜秀花心里，2016 年那个玉兰花

盛放的日子永生难忘。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她带着

自己对几个农牧区学校进行调研

的成果来到北京， 希望在全国人

代会上为改善乡村教师师资力量

建言。

在青海代表团审议中， 她直

言不讳：“乡村教师整体素质不高

问题依然突出， 特别是汉语和民

族语言双语教师力量薄弱。 ”

坦率的发言， 引起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关注：“扶贫先扶智，要

更加注重教育脱贫， 着力解决教

育资源均等化问题， 不能让贫困

人口的子女输在起跑线上， 要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 ”

只有打破“穷” 和“愚” 的恶

性循环，“弱鸟” 才能展翅高飞。

然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

“马 太 效 应 ” 的 案 例 并 不 鲜

见———越穷的地方就越难办教

育，但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办教育，

越不办教育就越穷。

这种状况令习近平总书记深

感痛心———

“我到一些贫困地方去看，有

的孩子都七、八岁了，还在家里待

着，没有上学。 贫困地区教育一定

要搞上去，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要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机会，

有上大学的机会， 再过十年八年

能够成为致富能手， 起码有本事

挣到饭吃，不至于再过穷日子。 ”

只有教育， 能让贫困地区插

上腾飞的双翅，实现“弱鸟先飞”

的梦想！

为了“扶智” ，他看实情———

辗转 3 个多小时来到重庆大山深

处的中益乡小学， 仔细察看师生

食堂的餐厅、后厨，了解孩子们的

学习和生活情况。

为了“扶智” ，他想办法———

“对贫困山区， 要乡村教师进去，

或者让孩子们在外面寄宿。 对实

在太偏远的，可以不搞集中住宿，

为了到寄宿点， 孩子要走几个小

时的路，很不安全。 可以派教师进

去， 把待遇搞得好一点， 搞轮换

制， 把这样的经历作为教师提级

的一个重要依据。 ”

为了“扶智” ，他提期望———

在给“国培计划（2014）” 北京师

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

信中，谆谆叮嘱年轻人要“努力做

教育改革的奋进者、 教育扶贫的

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 。

“弱鸟可望先飞” 的信念和

志向让变化悄然发生———

“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不加

油干，我们就对不起总书记！ ” 在

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 朴实的村

民异口同声。

“‘只要有信心， 黄土变成

金’ ，总书记当年讲的这句话真的

灵验了！ ” 乡亲们笑着说。

小小的村庄，一年一个样。 蜘

蛛网悄悄爬满往日香火旺盛的小

庙。“靠烧香是拔不了穷根的。 ”

一位村民说，也不能等救济，大家

要一起想办法、找门路、抓机遇，

谁上了脱贫志气榜、 光荣榜谁就

行。

这几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很

多场合讲过这句话：“加强扶贫同

扶志扶智相结合， 让脱贫具有可

持续的内生动力。 ” 摆脱贫困，不

仅是物质条件的改善， 更是人的

全面发展。 这是中国反贫困斗争

的题中之义。

（五）

县委书记“返岗” 的故事———

“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要稳在

那儿，把责任担到底，不脱贫‘不

能走’ ”

不久前， 一张 “五位书记同

框” 的照片在互联网上“刷屏” 。

淅沥春雨中， 正在陕西秦巴

山区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

笑，向正在劳动的茶农们走来。 在

他身旁，是陕西省委书记、安康市

委书记、平利县委书记、蒋家坪村

党支部书记。

远山如黛，茶园如画。 从党的

总书记到基层党支部书记， 人们

看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扎根泥

土、一心为民的质朴情怀，也看到

中国共产党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

所在。

时光回溯至 5 年前。

2015 年 11 月， 北京京西宾

馆。 被外界称为“史上最高规格”

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这里

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

会上，22 个中西部省 （区、

市）主要负责人，在脱贫攻坚责任

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这些

肩负脱贫攻坚重任的 “一把手”

们，向党中央立下了“军令状” 。

军中无戏言。 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军令状不是随便立

的，我们说到就要做到。 ”

省里向中央立“军令状” ，地

市向省、县向地市也要立下“军令

状” ，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层层压

实。

这次会议召开后约半年 ，

2016 年 6 月 3 日， 地处大别山区

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召开了一

次县领导干部会议， 会上宣布上

级决定， 潘东旭同志不再担任县

委书记。 此前，他已任六安市委副

书记。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12 天后，

潘东旭同志又回来了———职务还

是六安市委副书记、 金寨县委书

记。

原来，就在一个多月前，习近

平总书记到金寨县考察， 明确提

出：“打好扶贫攻坚战， 要采取稳

定脱贫措施，建立长效扶贫机制，

把扶贫工作锲而不舍抓下去。 ” 潘

东旭同志“离任” 又“返岗” ，正

是总书记亲自作出的指示。

“得来点儿真的，贫困县的县

委书记、县长要稳在那儿，把责任

担到底，不脱贫‘不能走’ ，一个

萝卜一个坑，出水才见两腿泥。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这

一条，谁都能拍拍屁股就走，那就

变成流水宴、流水席了。 ”

2017 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

书记冒着严寒， 来到河北省张北

县德胜村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在

村民徐海成家， 县委书记郝富国

指着德胜村第一书记苏会彬向总

书记汇报：“这是省里派来的第一

书记，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括引进

光伏扶贫项目、打井修路、联系科

研院校开展农技培训、 加强基层

党建。 ”

“我们的目标是‘不脱贫、不

脱钩’ 。 ” 苏会彬接着向总书记汇

报，他 2016 年 2 月份到村里担任

第一书记， 每个月都要在村里干

上 20 多天。

“火车跑得快 ， 全靠车头

带。 ” 习近平总书记说，脱贫攻坚

的火车头就是党支部。 派扶贫工

作队、 第一书记， 这些举措都有

了，关键是要夯实，发挥实效。 第

一书记要真扶贫， 扑下身子在这

里干。

苏会彬记下了这些话。

“深度贫困是坚中之坚，打这

样的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 ———

这是总书记始终坚持的观点。

他多次指出， 要把夯实农村

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

起来，注重选派一批思想好、作风

正、 能力强的优秀年轻干部和高

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

对于第一书记如何开展工

作， 习近平总书记也常常给他们

支招：要真正沉下去，扑下身子到

村里干，同群众一起干，不能蜻蜓

点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

能神龙见首不见尾。

贫困地区干部工作辛苦，总

书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在 2019 年新年贺词中，他暖

心地问候第一书记。 在人民日报

社， 他视频连线人民日报派驻河

北省滦平县于营村第一书记，了

解工作情况， 并向全国所有扶贫

驻村第一书记致意。

“要关心、关爱、关注他们，努

力为他们的工作生活排忧解难，

各方面素质好、 条件具备的要提

拔使用， 激励他们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努力工作。 ” 习近平总书记

说。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明确提出：“脱贫攻坚期内贫

困县县级领导班子要保持稳定，

对表现优秀、 符合条件的可以就

地提级。 ”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怀指

导下，自 2015 年以来，全国累计

选派第一书记 45.9 万人， 现在岗

23 万人， 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村

和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全覆盖，被

群众誉为“党派来的好干部”“脱

贫致富的领路人” 。

（六）

路的故事———“那真是披荆

斩棘、跋山涉水”

“中国减贫之路的特别之处

何在？ ”

2019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

上， 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员罗世

礼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探寻答案， 只有回溯走过的

路。

50 年前， 陕西梁家河的黄土

地上沟壑纵横， 习近平同志亲眼

目睹百姓艰难、体会群众疾苦。

“知青刚去时，还有些粮食供

应，后来要靠自己劳动，跟老百姓

一样，就挺紧张的了。 ” 多年后习

近平同志仍记得， 当地老百姓常

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

四月。 ” 春耕时，家家户户都把仅

有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

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

“刚开始，知青脑子里都是概

念化的东西， 觉得要饭的都是不

好的……后来， 我们自己落到快

去要饭的地步了， 才明白是怎么

回事， 就主动帮着出去要饭的人

开路条、开介绍信。 那会儿，这些

现象让我们心里大为触动， 感觉

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

几十年后， 习近平作为中国

国家主席访问美国， 在华盛顿州

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

迎宴会上， 对全世界坦陈了自己

当年质朴的心愿：“我很期盼的一

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

并且经常吃上肉。 ”

正是走过这样艰难的路，向

贫困开战的决心才会如此坚定。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自己所说：“回

顾中国几十年来减贫事业的历

程，我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 ”

在中国共产党人“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 的铮铮誓言中，千千万

万个“梁家河” 旧貌换新颜———

“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

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

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

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 当然吃

肉已经不成问题” 。

福建寿宁县下党乡的山路，

见证了一段动人的往事。

30 年前， 下党的山路蜿蜒崎

岖， 习近平同志着手探索带领群

众摆脱贫困的道路。

“那个地方，由于过于偏僻难

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 地委书记

我是第一个去的。 ” 习近平同志时

常回忆起当年的场景，“那真是披

荆斩棘、跋山涉水。 乡党委书记拿

着柴刀在前面砍， 我们每个人拿

个竹竿，沿着河边走，他说这样走

近一点。 ”

当地百姓自发来到路上，每

隔上两三里就摆上一桶一桶用土

药材做的清凉汤， 让习近平同志

一行消暑。

“虽然很累，但我很感动。 ” 习

近平同志深情地说，“那样一个地

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记你几代。现

在他们还会说，当年习书记到过下

党乡。 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上

任时路上走了半年。我们要学习这

种精神，为官都想当舒服官，那还

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

今天，千千万万名第一书记、

驻村干部正坚守在最贫困的地

方，进村入户、一人一策，找准“病

根” ，拔掉“穷根” 。

两年前， 四川大凉山的山路

崎岖险峻， 习近平总书记不远千

里去到那里， 给那里的彝族群众

带去关怀和希望。

开门是悬崖，背后为绝壁———

大凉山深处， 阿土列尔村人祖祖

辈辈对“路” 的形象认知，是从一

道道绝壁、一道道天堑开始的。

公元前 130 年， 汉朝使节唐

蒙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意欲修建

西南夷道而“不成” 。 夷道艰险，

难于登天。 这里的村民们用木棒

和藤条在最险要的地方编成藤

梯，这些“天梯” 就是他们抗争命

运的唯一出路和希望。

“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态，感

到很揪心。 ” 2017 年全国两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有关凉山州

“悬崖村” 的电视新闻报道时，关

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了解到当地

建了新的铁梯后， 总书记的心里

“稍稍松了一些” 。 藏在云端的

“悬崖村” 办起旅游，招揽客人；

忧心忡忡的父母， 从此不再为儿

女的上学路担惊受怕。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 脱贫攻

坚为亿万人民打通奋斗之路———

“我们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

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贫

困地区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 特

色产业不断壮大，产业扶贫、电商

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较快

发展， 贫困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

后劲明显增强。 ”

此刻，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奋

力冲刺时不我待。

“我多次讲，脱贫攻坚战不是

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

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 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 决不能松

劲懈怠。 ” 面对剩余脱贫攻坚任务

艰巨、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

战、 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等现

实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清醒

冷静、沉着应对。

从初到梁家河的知识青年，

到为国为民夙夜在公的人民领

袖， 习近平同志走过坡急沟深的

盘山路、走过覆满冰雪的乡村路、

走过滚滚麦浪间的田野小道……

风雨兼程、一往无前。

今天， 他正带领人民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

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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