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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美国罗利 9 月 25 日电
(记者李畅翔、袁悦、李铭)距离美国
总统选举日还有一个多月，北卡罗
来纳州首府罗利市韦克县法院前，
在当地选举委员会工作的玛格里·
索弗莱克手拿纸笔站在骄阳下，询
问每一位经过的路人：“11 月 8 日
总统选举投票您注册了吗？”

最近忙于帮助选民进行投票注
册的索弗莱克每天要做很多劝说工
作。她告诉记者，情况好的时候，
100 个人里大概能争取到 10 人去
注册，但同时也有十几个人会直截
了当地答复，他们并不打算投票。

对选举失去兴趣

就在一个街区外，正坐在街边
长椅上发呆的亚历山德拉·普罗斯
珀告诉记者，“我爱我的国家，但今
年我不打算投票，因为一个人的声
音什么都改变不了”。

28 岁的普罗斯珀现在没有工
作。她认为，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什
么都不懂，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
也不会做什么来帮助改变她的生
活。“我对我们的政府体系没有任何
信心。”普罗斯珀说。

在一家软件公司做销售分析的
罗利市居民卡丽莎·托马斯对记者
说，她今年不会去投票。“两位候选
人我都不喜欢，而且我也完全不知
道他们想为国家做些什么”。

在北卡州一个名叫克林顿的小
镇周边，卡车司机迈克·格尼和从事
农业生产的迈克·马尼斯告诉记者，
他们今年同为五六十岁，但却从未在
总统选举中投过票，未来也并不打算
投票。“那些政客总是说得好听，但真
正当了总统，做的又是另一套”。

美国总统选举中，参选率一直
是个困扰。北卡州近两届参选率只
有 69% 左右，参选率最低的夏威夷
州只有 44 . 5%。美国人口调查局数
据显示，2012 年只有 54 . 9% 的适龄选民参加了
总统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投票。如今，这种状况并没
有好转迹象。

对政治一无所知

包括托马斯在内的很多美国选民都认为，本
应维护选民知情权的美国媒体并没能真正帮助公
众了解总统候选人情况。“我看的新闻没有什么实
质性内容。”托马斯说。

“这根本不是新闻，而是娱乐节目。”北卡州威
尔明顿市市民马克思·艾尔肯说，有一次看电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不去播放正在
进行的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
的演讲，却浪费时间将镜头对准一
个空着的讲台，等待特朗普上台发
言。

最近一次盖洛普调查显示，美国
民众对大众媒体“全面、准确和公平
地报道新闻”的信任度跌至 1972 年
来的历史最低，只有 32% 的受调查
人士认为他们非常或比较信任媒体。

许多人认为，公众知情的现状越
来越不尽如人意。宾夕法尼亚大学
安嫩伯格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
全国调查数据显示，只有 36% 的美
国公民能够说出美国政府的三大分
支，另有 35% 的公民一个都不知道，
还有半数以上的民众不知道众议院
和参议院分别由哪个党派控制。

美国篮球名宿贾巴尔本月早些
时候也因为相关话题引发全国争
议。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不
知情的选民不应该投票。“我认为盲
目投票的人是在给国家帮倒忙，因
为他们对情况并不了解。”他说。

负面报道引反感

很多选民认为，美国总统竞选
过程越来越负面，对具体政策解读
越来越少。

托马斯说，每当打开电视，新闻
节目播放的总是“希拉里又隐瞒了
1 . 5 万封邮件，或是特朗普又发表
了耸人听闻的言论”。

华盛顿州立大学和英国诺丁
汉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媒体
在新闻报道时普遍追逐争议和冲
突，因此更加突出报道负面消息。

许多选民觉得这已形成恶性
循环，总统竞选中媒体负面报道过
多让民众反感，进而对新闻节目产
生排斥，导致他们对当下选举情况
了解越来越少。现在选民们从媒体
所能了解到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的

情况十分片面，对他们的政策提议缺乏认识。
在记者接触到的选民中，这种情况不在少

数：虽然他们过去参与过大选投票，但今年既不
会投票给特朗普，也不打算投给希拉里。近期多
项民调显示，希拉里和特朗普在美国选民中受
欢迎程度均在 50% 以下，成为美国近年来最不
受欢迎的主流党派候选人。

2012 年的大选中，托马斯曾将选票投给了共
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但今年大选铺天盖地的
负面新闻让她决定远离票箱。“如果只是为了投
票，却没有支持候选人的正当理由，那我这一票有
何意义呢？”她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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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大力推动城市电网改造，在没有
变电站的晴隆县建了一座 110 千伏的变电站和
220 千伏的变电站，解决城区环网供电，一举改变
以前一处停电全城熄灯的状况；

对通乡公路进行硬化、修建安全防护栏，新修
和改造数百公里通村公路、通组路和连户路，许多
以前只能靠步行进入的边远山村终于通了车……

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变化背后，是一个似乎永
远不知疲倦的身影。

到省里争取项目，到州里落实资金，到施工现
场一点点的勘验图纸，到重点搬迁户家里苦口婆
心地做工作……

“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不能等靠要，只能闯干
拼！”认准了这条，姜仕坤以短跑的速度开始了自
己在晴隆与贫困作战的长跑。

在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的记忆中，早上开
会，姜仕坤经常是啃着一个馒头行色匆匆走进会
场。晴隆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有 100 多公里山路，
开车一个来回需要八个钟头。一天走两个乡镇，就
要忙到后半夜才能回宿舍，早上想要多睡会儿就
会连吃顿正经早饭的时间都没有。

从 2010 年当县长到 2014 年做书记，姜仕坤
的职位发生了变化，但没变的是他永远都停不下
的脚步。

一次下乡回来，疲惫的姜仕坤抬起自己的一条
腿架在凳子上休息，周围的同事们看到这一幕全都
笑出了声。原来他脚上皮鞋的鞋底已经烂了个大
洞，脚底板露出一大块，而他自己却浑然不知。

一个磨穿鞋底的县委书记，没人知道他总共
下了多少次乡，爬了多少座山，只有他的司机朱黎
家对照着里程表算过一笔账：六年时间，行驶里程
60 万公里，平均每天要在车上行进 200 公里，至
于爬坡过坎、田间地头走过的路更是无法计算。

“没见过这么拼命的干部。”朱黎家说。

钻研寻路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除了苦干努力更要精准
发力。拔掉晴隆的穷根，靠撒胡椒面式的投入不
行，必须要找到一条能够引领全县发展的门路。这
条路究竟在哪？

晴隆草地中心主任张大权，是姜仕坤上任后
第一个登门拜访的部门负责人。

二十多年前，还是晴隆县畜牧局一名普通技
术员的张大权贷款养羊，几年时间就成了当地有
名的养羊大户。从那之后，晴隆开始探索养羊扶贫
的路子。在张大权的带动下，晴隆羊养殖经过二十
年发展，在育种、繁殖、经营上成效显著，富了一批
养羊大户，也逐渐形成了在全国都小有名气的山
地畜牧业“晴隆模式”。

“晴隆多山少地，发展山地畜牧业得天独厚，
‘晴隆模式’能不能全面铺开，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
关键？”与张大权第一次彻夜长谈，姜仕坤提出了
这样一个问题。

尽管已经初具规模，但要想把一个特色产业
发展成为带动全县脱贫的支柱产业却并不容易。
传统的“晴隆模式”推广养羊，采取的办法是由扶
贫资金补贴，县草地中心提供种羊和草料借给农
户养，产出的羊羔归农户所有。这种方式虽解决了
启动资金的问题，但是回报周期长、养殖风险高、
产权不明晰，很多农户觉得是在为“公家”养羊，积
极性普遍不高。

路就在眼前，可这条路并不好走。
“想让百姓养羊，自己先得懂羊。”
无论再忙，姜仕坤一个月都会跟张大权见上

几面，电话三天打一个，有时候一聊就是几个小

时，几乎所有的话题都是如何养羊，如何让更多的
贫困农民养羊。

在张大权的眼里，姜仕坤对养羊的钻研近乎
“痴迷”。书柜里，书桌上，床头、茶几，自己的车里，
只要他平常伸手能够着的地方多半都会放着一本
养羊的专业书。每次下乡都要问问乡镇养羊的情
况，进村入户总是先钻进农民的羊圈里……

几年下来，姜仕坤对养羊的熟悉程度已经堪
称半个畜牧业专家。

姜仕坤经常告诉身边的干部，事关晴隆发展
的每一项决定都要自己先弄懂吃透，绝不能心血
来潮，绝不能拍脑袋想当然。“晴隆这种底子薄、基
础差的地方经不起折腾，领导干部要认真再认真、
钻研再钻研。”

大田乡董箐村村委会副主任李安珍永远都忘
不了第一次见到姜仕坤的情景。

那天，正准备给羊喂料的李安珍发现一个陌
生人在羊圈边上转悠，衬衫上透着汗渍，裤脚挽过
小腿，一双旧皮鞋上满是泥泞。

没等李安珍发问，这位陌生人先开了口：“你
家的羊得了皮肤病，得赶紧治。”说着就转身弯腰，
揪起路边的几株野草递给李安珍。“这种草叫马鞭
梢，多采点碾碎了榨出汁抹在发病的地方就能
好。”

李安珍当时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一口土
话、会给羊开药方的中年人竟然是晴隆县里“最大
的官”。

上山下乡做调研，走村串户问需求，姜仕坤的
思路越来越清晰：“晴隆山地养殖业的根基只有放
在普通农户身上，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脱贫致富的
效应。”

“大姐，咱们这个地方没耕地但有坡地草场，
光靠种苞谷永远也脱不了贫，你是党员，又是养羊
户，要当个表率，做通乡亲们的思想工作，帮他们
算好经济账，让乡亲们把羊养起来。”姜仕坤的嘱
咐李安珍现在都还记着。

为调动普通农户养羊的积极性，姜仕坤对传
统的“晴隆模式”进行升级，打破以前借羊给农户
养的模式，通过为农户提供低息小额贷款，让农民
自己购买种羊养殖，再由县草地中心提供技术指
导。

这一改彻底解决了羊的产权问题，极大调动
了农户的积极性。以前借羊养，种羊病了、死了没
人爱惜；现在羊都是自己的，一些家里不通车的农
户怕买来的羊羔走山路坏了蹄子，竟然像背娃娃
一样把羊羔背回了自家的羊圈。

稳价格、建基地、育良种、兴产业……
在姜仕坤的不懈努力下，短短六年时间，晴隆

的山地畜牧业飞速发展，靠养羊脱贫的农户不断
增加；许多以前种苞谷吃不饱饭的农民改种牧草，
一年的收入翻了两番；而随着草场面积的扩大，晴
隆石漠化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进一步
优化……

到 2015 年底，“晴隆羊”已经成为贵州的知名
品牌。晴隆羊的存栏总量已经发展到 52 . 8万只，
种肉羊基地由过去的 20个发展到 88个，种草养
羊覆盖全县 14个乡镇 2万户农家，养羊户创收总

额超过 4 亿元。
除了孜孜不倦钻研养羊，推动山地畜牧业大

发展，姜仕坤还看准了晴隆独特的地理人文优势，
全力以赴发展山地旅游，打造晴隆名片“二十四道
拐”风景区。在紧抓产业扶贫、精准扶贫的同时，姜
仕坤还下大力气，狠抓易地扶贫搬迁，力争彻底解
决特困地区的脱贫问题……

黔西南大山里的农民，会想尽办法在遍地石
头的山坡上寻找哪怕碗口大的土地播下种子。姜
仕坤也一样，他殚精竭虑地付出，就是想在一切可
能的地方为晴隆脱贫播撒下希望。

整整六年，晴隆县逐渐形成了以山地畜牧业、
山地旅游业两大产业强力拉动，以易地扶贫搬迁
托底保障的发展格局，脱贫攻坚形势发生根本性
扭转。穷了几辈子的晴隆县在石头缝里走出了一
条充满希望的大道。

赤诚为民

在晴隆县委办常务副主任贺伯果的手机里，
存着一张照片，那是 2015 年夏天，姜仕坤下乡时
拍摄的。照片里的他头发白了，脸上刀削般的有了
几道皱纹，明显消瘦的身体微微驼背，只有目光依
旧透着坚毅。

“他太累了……”
作为姜仕坤身边的工作人员，贺伯果最清楚

这位县委书记在晴隆的六年是怎样度过的。
五加二、白加黑，不分昼夜地加班、开会，不论

晴雨的下乡、调研。
扶贫联系点上的特困户，他每家都要走到；搞

大型主题活动推介山地旅游，他每个细节都要逐
一过问；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面貌整治，他每个环
节都要仔细斟酌；乡镇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他每个
项目都要参与讨论……

掰开田里的苞谷皮，姜仕坤一眼就能看出老
百姓是不是种了良种；省里、州里的领导到晴隆实
地考察，姜仕坤脱口就能说出每个乡镇的贫困人
口、贫困发生率，主要企业的资产负债、利润水平，
每个职能局办的工作重点，各个工程项目的施工
进度……

晴隆发展的大情小事，没有他不操的心，没有
他看不到的死角。

六年不停歇的奋斗，姜仕坤带领晴隆交出了
这样一份成绩单———

2012 年初至 2015 年底，晴隆县的贫困人口
从 16 . 19万减少到 7 . 91万，贫困乡(镇)从 12个
减少到 4个，贫困村从 56个减少到 52个，贫困发
生率从 52 . 2% 降至 25 . 1%。

然而在姜仕坤的笔记本上，牢牢记住的却是
另外一组数字———

长流乡，还有贫困村 6个，贫困人口 9020，贫
困发生率 32 . 8%。

中营镇，还有贫困村 8个，贫困人口 11752，
贫困发生率 48%。

大田乡，还有贫困村 6个，贫困人口 6865，贫
困发生率 41 . 8%。

三宝乡，还有贫困村 3个，贫困人口 2900，贫

困发生率 51 . 7%。
……

“只要还有一个晴隆人没有脱贫，我这个县
委书记就不能休息。”这就是姜仕坤许下的诺
言，“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众志成城推动脱贫
攻坚、同步小康，决不让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
困群众掉队。”

2016 年，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
标还剩最后五年，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

2 月 26 日，在晴隆县召开的脱贫攻坚千名
干部包保帮扶誓师大会上，姜仕坤带领全县各
级干部近千人高举右拳，庄严宣誓：

“脱贫攻坚，我是党员，向我看齐！”
震耳欲聋的宣誓声中，很少有人知道，常年

高负荷的工作量已让此时此刻的姜仕坤走到了
生命的极限。

2016 年 3 月 7 日，在兴仁县出差的姜仕坤
突然休克，县医院初步检查后怀疑是心脏病，要
求姜仕坤尽快去大医院确诊。

缓过劲来的姜仕坤微笑着对身边的同事们
说，“现在不碍事，等忙过这阵再去。”

4 月 5 日，正在兴义开会的姜仕坤再次感
到身体不适。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他来到医院
检查，可还没等医生把最后的检查结果交给他，
匆匆挂了一瓶营养液的姜仕坤就急着赶回晴隆
连夜召开班子会议，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现在不碍事，等忙完这阵再去。”在回晴隆
的路上，姜仕坤对电话里着急的妻子说……

4 月 6 日上午，到兴义参加全州乡村发展
倍增计划与易地扶贫搬迁专题会。中午赶回晴
隆，主持会议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4 月 7 日，白天随全省项目观摩团观摩兴
义、安龙、兴仁扶贫项目，当天连夜赶回晴隆检
查观摩点的筹备工作。

4 月 8 日上午，在观摩点汇报工作；下午，
随团观摩贞丰项目；晚上 9 点多，召集晴隆县有
关负责人赶到贞丰开会，研究部署脱贫攻坚相
关事宜。

4 月 9 日，随团观摩贞丰项目后赶赴贵阳
参加总结大会。当晚，在贵阳听取关于晴隆县全
域旅游发展规划的策划，之后连夜赶回兴义。

4 月 10 日上午，在兴义参加全州易地扶贫
搬迁动员大会。当天下午，出差到广州。

——— 这是姜仕坤最后一周的工作日程。
在这五天时间里，他数次出现身体透支的

情况，几次都是靠速效救心丸顶过了最难受的
时候。每次身边的人劝他赶紧去医院，姜仕坤的
回答总是那句话：“等忙完这阵再去。”

4 月 11 日，姜仕坤在去广州出差的途中病
发被送入医院。当天下午，妻子王作艳赶往广州
陪护。4 月 12 日 6时，还没有做完全部检查的
姜仕坤在睡梦中永远闭上了眼睛。

他，太累太累了……

生命之光

与姜仕坤相濡以沫的妻子王作艳，直到今

天仍对姜仕坤的离去无法释怀。
结婚 22 年，两地奔波的生活有 13 年，她没

有埋怨过；22 年来，姜仕坤没有带她单独旅行
过一次，她没有埋怨过；女儿中考、高考时，姜仕
坤都不在身边，她没有埋怨过；为了支持丈夫的
事业，放弃掉自己喜爱的工作，她还是没有埋怨
过。

可这一次她总也想不通，“为什么你要走得
那么急，连句话都没有留下……”

对 20 岁的女儿田姗灵来说，父亲工作了六
年的晴隆是个熟悉但又陌生的地方。六年里，她
只去过那两次，并不清楚父亲究竟每天在忙些
什么，只是在下乡的路上，父亲会像个孩子一样
骄傲地告诉她：“女儿，这条路就是爸爸修
的……”

“上大学前，一个月才能见到一次爸爸，但
现在我觉得他每天都在陪我，好像他会随时推
开那扇门，轻轻地走到我的身边……”

姜仕坤年迈的父母仍在老家册亨县务农，
三个兄弟一个是管道工、一个是司机、一个是普
通民警。当干部二十几年，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权
力为家人谋过一丁点福利。

作为一名丈夫、父亲，他亏欠妻子、女儿太
多的陪伴；作为一名儿子、兄弟，他亏欠家人太
多的关心。姜仕坤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脱贫
攻坚的事业，作为一名县委书记，他俯仰无愧。

……
4 月 15 日清晨，92 岁高龄的晴隆县县委

原副书记赵善平早早地穿戴整齐。这位当年随
二野解放贵州的老革命腿脚不好已经两年没有
出过家门了。今天，他拄起双拐，坐上孙子的车，
赶往一百公里外的兴义市只为参加姜仕坤的遗
体告别。

“这么好的同志走了，一定要送一送。”老人
说。

按照姜仕坤家人的意愿，他的遗体告别没
有仪式，没有通知晴隆县那些曾与他共事过的
同事、朋友、乡亲。但在殡仪馆的门口还是自发
聚集了一千多名干部群众。

在这些人中，有靠养羊富起来的农民，有他
自掏腰包帮扶过的贫困户，有跟随他一起奋战
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战友同事……还有很多，
是他可能已经忘记，但却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普
通百姓。

人民的泪水与怀念，是对一名共产党人最
好的祭奠。

……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在姜仕坤宿舍的

沙发上放着这么一本打开的书。熟悉他的人都
说，这是他生前最爱看的一本书。他折过的书页
上有这样一句话———

“可以遗憾，但不要后悔。我们留在这里，从
来不是身不由己。而是选择在这里经历生活。”

没有谁的生活是无法选择的，面对极度的
贫困和恶劣的环境，你可以按部就班，可以浑浑
噩噩，甚至可以逃避离开，但姜仕坤却偏偏为自
己的生活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打开方式”。

他的选择换来的是晴隆 32万百姓更有质
量和尊严的生活；他的选择是一个共产党人、县
委书记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走一条路，点一盏灯。在脱贫攻坚的道路
上，姜仕坤燃尽了自己生命的全部。

女儿田姗灵从这本书中找到另外一句话，
她觉得这才是父亲一生的写照———“那些星星
点点的微芒，终会成为燃烧生命的熊熊之光。”

新华社贵阳 9 月 26 日电

当代县委书记的榜样
追记贵州晴隆县委书记姜仕坤

▲ 9 月 25 日，在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一名男子走过被空袭炸毁的汽车。

联合国安理会当天上午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与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近日战事升级相关的问题。阿勒颇曾是叙利亚
经济中心和第一大城市。在叙利亚冲突中，叙政府军控制了该市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则被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控
制。最近，叙政府军在战场上逐步占据优势，开始加强对反政府武装控制区的包围和进攻。 新华社发

伤城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23 日以损害美国
家安全利益为由，否决了美国国会先前通过的
允许“9·11”事件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起诉沙
特阿拉伯政府的法案。对此，一些来自共和党和
民主党的议员纷纷表示，“将果断推翻”奥巴马
的否决，使法案得以最终通过。

“(奥巴马的否决)是个令人失望的决定，将
迅速而彻底地被推翻，”上述法案主要发起人、
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查克·舒默说，“如果沙特
没做错什么，他们就不会害怕这个法案。但如果
他们有罪，就应该为此负责。”

另一名法案发起人、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
约翰·科宁指责，奥巴马没有倾听“9·11”事件
遇难者亲属的心声，他期盼这一否决能被推翻。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受严重恐怖袭击

后，一些受害者及其亲属认定，“基地”恐怖组织
获得来自沙特的资助，沙特政府必须就袭击承
担责任。此外，参与袭击事件的 19 名劫机者中
有 15 人据信是沙特人。不过沙特政府对此类指
责一概予以否认。

今年 5 月 17 日，美国会参议院不顾沙特方
面的强烈反对，通过一项法案，允许“9·11”事
件受害者及其亲属起诉沙特政府并寻求赔偿。

本月 9 日，众议院也通过了这项法案。
23 日是总统签署或否决该法案的最后期

限，奥巴马当天以有损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等为
由，行使否决权。

不仅是法案主要发起人，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也对奥巴马的决定提出质疑。两人均表

示，如果自己是总统，一定会签署这项法案。

按照美国法律，一项法案被总统否决后，国
会仍能以三分之二多数表决结果推翻总统的否
决，强行通过法案。

不过，按美联社的说法，奥巴马自担任总统
以来，已行使过 9 次对法案的否决权，但从未出
现否决被推翻的情况。

由于没有投票记录，暂不确定有多少议员
将支持推翻奥巴马此番的否决。

“这个否决让美国民众失去了通过司法体
系追究恐怖极端分子责任的机会。”民主党籍联
邦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说。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
尔 23 日也通过发言人表示，参议院将“尽快”考虑
推翻奥巴马否决一事。(刘曦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9·11”法案掀府院“终极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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