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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霍小光

夏至时节，三晋大地充满生机和希望。6 月 21 日上午，习近
平总书记到山西考察工作，专程前往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调研。

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每到一地考察，他
都要亲眼看一看身处贫困地区、生活贫困的群众情况到底怎么
样了，脱贫攻坚政策是不是精准落地了，乡亲们摆脱贫困还有什
么难处和要求。

这一次，总书记把目光投向了深度贫困地区。
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座谈会，强调要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
力的工作，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确保深度贫困地区
同全国一道如期迈进全面小康的新时代。

“要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乘坐的中巴车拐下省道，沿着崎岖的山路驶
向赵家洼村。

赵家洼村所处的吕梁山片区，深度贫困和生态脆弱相互交
织，是山西省脱贫攻坚的贫中之贫、坚中之坚。

去年在青海考察脱贫攻坚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说，全国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就差吕梁还没有去了。那里脱贫攻坚难度很大，
一定要实地看一看。

一片黄土裸露的山地旁，映入眼帘的是依山而建的一间间
土坯房。一些村民外迁后废弃的房子已十分破旧，有的墙体开
裂、屋顶塌陷。

山大沟深，土地贫瘠，生存环境恶劣，是赵家洼村给人的第
一印象。

总书记走进村民刘福有家。
“来，咱们拉拉话。”习近平坐在炕沿上，招呼老两口在自己

身旁坐下。
“家里的地还种得动吗？”“今年旱情严不严重？”“孩子们在

外面打工能帮助你们吗？”习近平详细了解他家的情况。
刘福有两口子已年逾古稀，92 岁的老母亲与他们生活在一

起，5 个孩子成家后都搬出了穷山沟。
“去年全家收入不到 7000 元。种粮收入只有 500 多元，大部

分是种粮补贴和退耕还林补贴。”刘福有说。
“对这家贫困户，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脱贫措施？像这种情

况县里还有多少？”总书记问当地干部。
“他家主要是‘三保障’问题比较突出。生产生活条件差。准备

采取易地扶贫搬迁的办法。这种情况全县还有 115 个自然村、
3537 人。”县委书记王志东回答。

“搬迁要花多少钱？新的住房多大面积？搬出去以后做些什
么？”总书记问得特别细致。

总书记说，现在党中央对农村农民的政策都是“给予”，就是
要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优势。

总书记一连走访了 3 户农家，详细察看他们的生活环境，询
问家庭收入支出和致贫主要原因，了解脱贫计划和稳定增收的可
行性。来到村里唯一的水井旁，总书记登上用石块垒起的井台，仔
细察看水位。随后，他来到农田边，蹲下，察看玉米和芸豆长势。

“因为干旱，庄稼矮小，产量很低，村民们靠天吃饭。”村支书
马玉印告诉总书记。

总书记风尘仆仆到这里来，就是要看最贫困，根治最贫困。
4 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履新伊始，就前往太行山深处的河

北阜平县骆驼湾村、顾家台村看望贫困群众。
4 年多来，访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从黄土高坡到雪域高

原，从革命老区到民族地区，从地震灾区到祖国边陲，不顾路途
遥远，不顾穷山恶水，总书记走村入户，把党中央的关怀送到乡
亲们的心里，把群众心愿转化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刘福有家的窗户上贴着一副对联———“人人共向核心聚，户
户跟随国运兴”，在这个土黄色调的村子里显得格外夺目。赵家
洼村的乡亲们用这种方式诉说着脱贫奔小康的强烈愿望，表达
着对党的感恩之情。

“请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像赵家洼村这样“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地方，如何才
能尽快实现脱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调研思
考这个问题。

2013 年 11 月，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扶贫工作
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

从为所有贫困人口逐村逐户建档立卡，到在每个贫困村都
派驻扶贫工作队，再到提出“5 个一批”脱贫方法论，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重要思想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战略指引和根本
遵循。

赵家洼村有一间土坯房，屋里摆放着电脑、打印机，墙上张贴
着《脱贫目标任务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图》《致贫原因分析图》。

这里是驻村扶贫工作队借用外迁村民的房子搭建的办公室。
“扶贫工作队平时就住在这里。”负责村里干部包户的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贾玉春对总书记说，只要村子不脱贫，我们绝不离开。

“驻村工作有没有困难？”总书记问。
“党中央扶贫政策对头。只要把政策落到实处，群众能感

到是真心实意帮助他们，工作是很好开展的。”贾玉春说。
现在，全国共选派了 77 万多名干部驻村帮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我们围绕农村工作采取了一

些新的举措。向基层派出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建立村官制
度，都是做好“三农”工作特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组织举措，同
时为干部锻炼成长搭建了平台。我们要从他们当中发现好同
志、好干部，并着力加以培养，让一批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贾玉春向总书记报告：赵家洼村生存环境很差，下一步工
作目标是通过易地搬迁挪穷窝、拔穷根。总书记对扶贫工作队
的思路给予肯定。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的一项重要举措。按照全县安
置计划，赵家洼村明年就将完成整体搬迁。

宋家沟新村是岢岚县规划的 8 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之一。傍晚时分，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这里，考察新村建
设情况。

柏油路、自来水、宽带网、有线电视……基础设施相当齐
整；学校、卫生院、文化广场、图书室、党员活动室……公共服
务设施一应俱全。

山坳里破旧的土坯房和眼前的新村庄形成鲜明对比。
村民张贵明刚刚乔迁新居。总书记到他家里来看望，老汉

觉得真是喜上加喜。
“这房子盖得挺漂亮。”总书记挨屋察看。“这是卧室，里面

还有卫生间，用上冲水马桶了。住得习不习惯？”总书记问。
“原来住的是山庄窝铺，吃水都困难。现在一分钱都没掏

就住上了新房子，吃得好、住得好、全都好。”张贵明告诉总书
记，我是老党员，共产党关心我，我与党一条路、一条心。

总书记高兴地说，生活条件改善是第一步，还要通过多种
帮扶措施，使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真正过上
好日子。

离开村子时，前来送行的村民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家热
情向总书记问好。总书记对村民们说，党中央就是要带领大家
一心一意脱贫致富，让人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请乡亲们同
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深度贫困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吕梁市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里，习近平总书记同十
几位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
表亲切交谈。

总书记指出，要把革命战争年代铸就的吕梁精神用在新时
期，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88 岁的老战士刘丙涛激动地说：“我们一定把革命传统
一代一代传下去，让子孙知道今天的好生活是怎么来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近一个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正是我们党
始终不渝的初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
脱贫攻坚战。

4 年多来，5564 万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脱贫攻坚力度
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距离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仅剩 3 年多时间，我国尚
有贫困人口 4335 万，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越到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
这是关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补短板的硬任务，当

务之急、重中之重。
在阜平听取扶贫开发工作汇报，在延安主持召开陕甘宁

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在贵阳主持召开涉及武陵山、乌蒙
山、滇桂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在银川主持召
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召开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央
政治局集体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一
系列重要会议，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战略部署。
实现非常目标，必下非常之功。
6 月 23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同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市县三级党
委书记代表一起研究破解深度贫困之策。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
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实践证明，深度贫困并不可怕。只要高度重视、思路对
头、措施得力、工作扎实，深度贫困是完全可以战胜的。”

总书记的话更加坚定了大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
——— 新增脱贫攻坚资金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新增脱

贫攻坚项目主要布局于深度贫困地区，新增脱贫攻坚举措主
要集中于深度贫困地区。

——— 各部门安排的惠民项目要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深
度贫困地区新增涉农资金要集中整合用于脱贫攻坚项目。

———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重点解决深度贫
困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基本医疗有保障的问题。

——— 加大东部地区和中央单位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帮扶支
持，强化帮扶责任。

……
一项项强有力的部署，一个个超常规的举措，充分展现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坚定决心和
超凡能力。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
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总书记经常引用的这句古语，是他深厚
人民情怀的真实写照。

这种朴素的情感穿越了半个世纪———
梁家河插队的岁月，使 16 岁的习近平深刻了解了我国农

村的贫困状况，让乡亲们经常吃上肉成为他带领大家发展生
产的一个动力；在宁德地委书记任上，习近平提出摆脱贫困首
先要摆脱“意识贫困”“思路贫困”，《摆脱贫困》一书凝聚了他
的实践探索；担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又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
倾注大量心血……

这一庄严的承诺展现了使命担当———
“绝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要让 13 亿中国

人民共享全面小康的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人
作出郑重承诺，亦如他上任伊始的庄严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历史的脚步一路跋山涉水，正在走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光明前景。

“我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扎实工作，脱贫攻坚任务一
定能够如期完成！”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出中国共产
党人最深的牵挂、最大的担当。新华社太原 6 月 24 日电

最深的牵挂 最大的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吕梁山区看望深度贫困群众并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纪实

新华社评论员

看最贫困，就是为了根治
最贫困。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山西太原市主持召开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听取
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汇报，集中
研究破解深度贫困之策。“以解
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强化
支撑体系，加大政策倾斜，聚焦
精准发力，攻克坚中之坚”，习
总书记从深度贫困地区实际出
发，明确重点、作出部署，提出
合理确定脱贫目标、加大投入
支持力度等 8 条要求，为深度
贫困地区如何打赢脱贫攻坚这
场“硬仗中的硬仗”提供重要遵
循，指明实践路径。

脱贫攻坚是硬骨头，如期
脱贫是硬任务。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
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
响脱贫攻坚战。4 年多来，5564
万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脱贫
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
之深，前所未有。实践证明，只
要高度重视、思路对头、措施得
力、工作扎实，深度贫困是完全
可以战胜的。实现非常目标，必
下非常之功。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
理体制，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
责的工作责任制，坚持专项扶
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
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
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
局，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
点，以重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
户帮扶措施为抓手，以补短板
为突破口，就能确保深度贫困
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
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攻克坚中之坚，加大支持
力度、发挥制度优势是根本。

打脱贫攻坚战是啃硬骨头，不
能好高骛远，而应实事求是，
不吊高各方面胃口。一方面，
要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
作用，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和
协同作用，把新增脱贫攻坚资金、项目、举措向深度贫困
地区集中倾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形成支持深度贫
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强大投入合力；另一方面，要发挥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重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以及基本医疗有保障的问题，做好易地扶贫
搬迁、帮扶和政策性保障兜底等工作，为战胜深度贫困奠
定坚实基础。

攻克坚中之坚，聚焦精准发力、加大帮扶力度是关
键。脱贫攻坚搞大水漫灌、“手榴弹炸跳蚤”不行，而应
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深度贫困地区的区域发展应围绕精
准扶贫发力，重点发展贫困人口能够受益的产业和项目，
让区域发展更好带动贫困人口脱贫。深度贫困地区发展底
子差、脱贫门路少，更需要通过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定
点帮扶等多种途径，在资金、项目、人员上得到更多支
持。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坚持把扶贫同扶智、扶志
相结合，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
力，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就能为教育引导贫困群众通过自
身努力脱贫致富创造有利条件。

攻克坚中之坚，加强组织领导、抓好检查督查是保障。

啃硬骨头、打攻坚战，力度要大，措施得实。深度贫困地区主
要负责人要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做到人员、责任、工作、效果“四个到
位”。要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选好书记，配强领导班子，发
挥好村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硬任务要有
硬杠杠。只有坚持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查制度，严格考核
评估，严肃问责追责，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才能确保扶
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难。现在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仅剩 3 年多时间，全国尚有 4335 万贫困人口。让
我们以不达目的决不收兵的决心和干劲真抓实干，把总
书记的要求和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向党和人民交
出脱贫攻坚优异答卷。 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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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6 月 23 日电(记者刘伟、向志强、何程)80% 以
上的礼让率、95% 以上的公交车和出租车都会礼让——— 6 月
初，一场网络直播让南宁的“礼让斑马线”主题活动成了“网红”。

对于南宁人而言，“礼让斑马线”早已不是新鲜事。2012 年
以来，南宁市持续开展“礼让斑马线”活动，采取文明倡导与严格
监管相结合的方式，由公交车、出租车带头示范，并汇聚社会多
方力量开展系列主题活动，“礼让”正成为这座全国文明城市和
联合国人居奖城市的最美风景。

斑马线上的礼让成了“网红”

斑马线前，你会选择继续呼啸而过还是减速让行？6 月初，
南宁市文明办、南宁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联合开展了一场斑马
前的交通实验：连续 3 天每天选择 1 个路口开展 1 小时网络直
播。

记者在其中一个直播点南宁市金湖祥宾路口看到，大部分
车辆都能做到斑马线前礼让。其中，90% 左右的公交车和出租
车都会在斑马线前礼让，即使在没有行人的情况下，公交车司机
在靠近斑马线时基本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减速观望的过程。

在 1 小时的直播过程中，记者在这个路口观察到了 70 余次

行人过斑马线的过程，其中车辆全部没有礼让的次数不超过
10 次。在直播活动中，礼让的司机被赠予纪念市民卡，每日还
向社会公布“礼让斑马线红黑榜”。“总的礼让率在 80% 以上，
再次检验了我们的礼让成果。”此次直播活动的主播之一南宁
“网红”交警“小黑”说。

连续 3 天的直播引发了全国各地网友的围观和点赞，瞬
时最高观看人数超过 100 万。

到南宁旅游的黄忠华有一次正准备过斑马线时，一辆公
交车停在离他五米远的地方，旁边车道上的私家车也停车不
前。“我当时愣了 3 秒钟没敢走，没想到司机们还真等行人通
过斑马线才开车。”黄忠华说，文明礼让大家都懂，但很多地方
并没有形成风气，“南宁是一座友善有温度的城市。”

“硬”“软”并举实现长效

减速并左右张望、停车让行、缓速通过…… 21 日下午，在
经过斑马线时，南宁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5 路公交车司机
朱英熟练地做出这些“教科书般”的动作。

对于每天上班前都要强调的礼让要求，朱英如数家珍：
“做到‘三必须’，在距离斑马线 30 米处时必须减速，有行人必

须让行，通过斑马线时时速必须低于 15 公里，我们这趟车全
程要经过 40 条斑马线，行人多的路口有西园大转盘路口、朝
阳广场路口……”

2014 年 3 月，朱英和全市 4 千多名公交车驾驶员、近 2
千名出租车驾驶员一起签订了“礼让斑马线”承诺书，成为“礼
让斑马线”的示范群体。

承诺背后也伴随着硬约束。全市公交车、出租车行业建立
了“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的考核通报制度，并将其列入驾驶
员经营行为考核范围，不礼让行人面临扣考核分、停车学习等
处理。经过一段时间培育，这两个行业知晓率和参与率达到了
100%，礼让率保持在 98% 左右。

在社会层面，南宁市汇集职能部门、媒体、志愿者、行业企
业等各方力量倡导文明交通。如，组织各阶层人员成立文明交
通志愿服务队伍，在重点时段、路段参与维护斑马线交通秩
序，创新推出驾校准驾学员“文明交通体验式教学”模式，至今
已有超过 200 万人次的志愿者参与了文明礼让劝导活动。
2015 年 8 月，南宁市文明委将每年 9 月定为“礼让斑马线
你我齐参与”活动月，并结合“学雷锋志愿活动日”，在市内 81
个重点路段的斑马线上，开展志愿者集中行动日活动。

在营造社会氛围同时也严格执法。南宁市交警支队副支

队长李少辉表示，交警部门严格落实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车
辆在人行横道礼让的规定和处罚措施，并对机动车经过斑马
线进行道路抓拍执法。

礼让给南宁交通秩序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较 2013 年同
期，2015 年市民对公交、出租车行业投诉数量下降近 60%，
公交、出租车行车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降
65% 和 50%。

“礼让”文明在互动中拓展延伸

6 月 21 日下午，广西医科大学门口，面对停车让行的车
辆，60 岁的韦喜肖一边快速通过一边向礼让车辆竖起大拇
指。韦喜肖告诉记者，这几年机动车礼让在南宁已经成为风
气，而行人也知道要快速通过，尽量减少对交通的影响。

车让人、人谅车，公交车、出租车带动私家车，南宁人带动
外地人，斑马线礼让带动社会礼让……记者在南宁采访了解
到，通过持续开展礼让斑马线活动，礼让文明正在互动中不断
拓展延伸。

除行人外，城市交通中的其他主体乃至整个社会文明也
在礼让的氛围中逐步产生新的变化。来自玉林的陈女士自从
第一次到南宁过马路时“意外”地被公交车让行之后，作为电
动车主的她就积极参与到礼让的行列中，“南宁有 100 多万辆
电动车，汽车让人，电动车更应该让人。”

现在，“礼让斑马线”正逐步向“五个礼让”延伸，即斑马线
前讲礼让、行车会车讲礼让、有序排队讲礼让、乘坐公交讲礼
让、乘坐电梯讲礼让。南宁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礼让
斑马线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参与到各种文明礼让
行动中，并将文明礼让精神传递给全国人民。

南宁：最美的“礼让”，走红的“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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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1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忻州市岢岚县赵家洼村玉米地察看抗旱保墒措施。 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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