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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10 月 30 日电(记者沈虹冰、姜
辰蓉、邬慧颖)深秋，对陕北和赣南两地的果农
来说，是一年最好的时节。陕北黄土高原上红彤
彤的苹果，坠得枝丫低垂；赣南红土地上的果园
中，金灿灿的脐橙掩映在绿叶间。两地果香飘
荡，丰收在望，幸福的喜悦挂满果农的眉梢。

陕北与赣南，一北一南，远隔千山万水。如
今，陕北与赣南总人口超过 1500 万，也是我国
脱贫攻坚的重点地区。几十年间，陕北和赣南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而苹果和脐橙两颗种
子，也在两个革命老区生根发芽，结出饱满甜蜜
的果实。

红土地上“金灿灿”的种子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大力关心和支持革命
老区发展和群众脱贫。脱贫需要产业支撑，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脐橙在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等
地试种成功。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培育、推广和发
展，如今赣南已成为“世界橙乡”。

2012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支持赣南等
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在赣
南“建设最大的优质脐橙产业基地和全国重要
的特色农产品、有机食品生产与加工基地”。

“一棵脐橙树，相当三口猪”，这是赣南老区
流传的一句顺口溜，47 岁的丁有生对这句话有
着深刻的体会。丁有生是赣州市于都县小溪乡

左坑村人，原本与妻子在外打工，两人每月收
入加在一起不足 2000 元，是村里的贫困户。
2009 年，丁有生夫妻回到老家，在村干部帮
助下，用借贷来的 8 万元承包了一片脐橙园，
种植了 500 棵脐橙树。如今，丁有生的果园脐
橙树增加到 1100 多棵。2015 年，果园迎来丰
收，产果 9 万斤，毛收入达到 20 多万元。

脐橙为丁有生家的生活带来了金色的希
望，丁有生一家已经顺利脱贫。“现在守着这
些果树，我每天都充满了干劲，生活大有奔
头。”

而在赣州市会昌县，脐橙种植户吴小峰，
2005 年开始与朋友合伙投资成立了“欣丰果
业有限公司”，从事脐橙采购、贮藏及销售等。
目前，他的公司已带动 300 多位当地贫困群
众实现了就业脱贫。

黄土高原的红苹果“奇迹”

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曾是有名的穷县。
1947 年苹果被引进到洛川，逐渐在当地栽种
兴起。在党和政府关心下，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苹果产业如今已经成为陕北脱贫的支柱
产业。2012 年颁布的《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
规划》中，提出要在陕甘宁建设“特色果品和
中药材产业带”，推进苹果等良种苗木繁育和
产业化发展。

又一年丰收采摘季到来，看着满园的红
苹果，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果农冯文辉希望
今年的苹果能继续卖个好价钱。“我家有 5 亩
8 分果园，去年一年苹果的纯利润近 4 万元。
特别是这几年，收入增长，生活改善很快。”

冯文辉所在的冯家村现有 350 户，几乎
家家户户都在种植苹果。村民们的日子越来
越红火。“上世纪九十年代，冯家村的苹果种
植开始初具规模，大概从 2000 年起，村民钱
袋子慢慢鼓起来了。”冯家村党支部委员冯广
进说。

经过 70 年的推广和建设，洛川县苹果总
面积已达 50 万亩，农民人均 3 . 1 亩；苹果总
收入达到 40 亿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超过
1 万元，农民收入的 95% 来自苹果。曾经吃
不饱饭的穷县，成为令人艳羡的高收入县，创
造了“黄土高原的奇迹”。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
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屈万平是洛川县交
口河镇弥家河村村民，自小患有脆骨病，身高
只有 1 . 1 米，却撑起了一个 5 口之家。能做
到这一切，得益于洛川县为其“私人订制”的
脱贫“处方”，通过网络在微信上卖苹果。屈万
平在电商平台只需敲击键盘，就可以把洛川
苹果卖到全国各地。

现在，屈万平一年的纯收入有 3 万多元，
他家也从社保兜底户变成了创业脱贫的示范

户。

两颗种子长出两个百亿“幸

福产业”

在不同地域、气候中生长的两种酸甜味
水果，为中国两大革命老区带来了历史性转
变，数以百万计的人命运轨迹因此改变，向往
并创造美好生活。2016 年，赣州市脐橙产业
总产值达到 110 亿元，帮助 25 万种植户、70
万果农增收致富；果农年人均收入 8640 元，
占果农人均收入的 85%。脐橙产业解决了
100 万农村劳动力就业。

在延安，“小苹果”也唱出了“咏叹调”。
“延安有 300 万亩苹果，每年为 100 多万从业
者带来超过 100 亿元的收入。”延安市委书记
徐新荣说，“在延安的脱贫攻坚中，苹果产业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过去的五年，脱贫
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
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
到百分之四以下。

在聆听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后，两地群众
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脱贫了我们不能
止步，还要在党中央带领下，努力种出更多更
好的果实，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冯文
辉说。

撒下两颗小种子 生活有了大奔头
“南橙北果”助赣南陕北老区群众脱贫调查

新华社合肥 10 月 30 日电(记者陈诺、姜
刚)最近半个月，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竺山村农
村党员郑发达忙完自家鱼塘的生意，就坐在电
视机前收看党的十九大的最新报道，会上提出
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让他格外振
奋。“领悟吃透这些‘干货’，能让我更好地‘联帮’
正在脱贫的乡亲们。”

位于大别山区的金寨县去年底贫困人口为
6 . 64 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11 . 2%。在抓党建促
脱贫工作中，当地发现部分农村党员存在意识
弱化、归属感不强、组织活动走形式等问题，为
此县里搭建起脱贫攻坚“联帮”平台，找回基层
党员的“存在感”。

今年 3 月，金寨县出台《关于实施脱贫攻坚
“联帮工程”的意见》，农村党员户、入党积极分
子本着就近就亲、量力而行的原则，通过“1 帮
1”的精准帮扶、“1 帮 N”的全面帮扶、“N 帮 1”
的重点帮扶等形式，自愿选择联帮对象，认领帮

扶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生产上帮扶产业发
展、就业上帮带劳力务工、生活上帮解难题。

大湾村党员俞绍奇是远近闻名的养殖大
户，他的联帮对象是缺乏致富能力的贫困户
杨习伦，教养鸡成为帮扶的第一件事。4 月
底，杨习伦购买的 100只鸡苗每天都要死掉
十来只，这让他慌了神。俞绍奇得知这一情
况，赶快来到他家里帮忙查看，发现因为山区
昼夜温差大，晚上鸡苗怕冷窝在一起，空气不
流通，导致不少鸡苗窒息。指导采取增温措施
后，小鸡慢慢好起来，“看到老杨养鸡越来越
得心应手，很有成就感。”俞绍奇说。

黄堰村外出创业的党员陈杰今年 3 月通
过支部党建微信群了解到家乡开展“联帮工
程”活动，主动要求帮扶有外出打工意向的贫
困户段传代。他通过自己在杭州的人脉关系，
帮助段传代找到一个在景区当服务员的工
作，一个月收入两千多元。陈杰表示，作为一

个 16 年党龄的党员，自己要以实际行动发挥
帮扶作用。

“农村党员承诺践诺要‘实用实在’。”金寨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詹政委介绍，联帮主体向
贫困户作出年度承诺，并将年度承诺事项分
解到每个月具体兑现落实，将每件事落实情
况记录到联帮工作手册。

桃岭乡东冲村党员赵孔志的联帮工作
手册上，清晰地记录着这一个月来他所做的
“小事”。赵孔志告诉记者，他联帮的贫困户
已经 70 多岁，老两口都有病，家里没有劳动
力。“我平常出车帮他家卖茶叶、带化肥、买
种子等，促扶贫成为一种义务，更成为一种
荣誉。”

扶贫先扶志。花石村 72 岁的陈文清已有
49 年党龄，他帮扶的一户贫困户守着家中薄
田，外出打工嫌累，搞养殖嫌脏，日子越过越
穷。陈文清带着计算器上门，按着扶贫政策一

笔笔给他算账，一有时间就坐着板凳和他在
院里聊天。“就对他说我过去吃的苦以及通过
自身努力逐步改善家庭状况的事儿。”慢慢
地，该贫困户有了脱贫意识，主动认领了两头
黑毛猪，目前老两口的年收入已突破 6000
元。

“不设硬杠杠，不作强要求，我们倡导有
多大能力，干多大事。”詹政委告诉记者，基层
党员的参与积极性“超乎想象”。截至今年 9
月底，金寨县有 7740 名农村党员和入党积极
分子参与了“联帮工程”活动，参与党员占全
县农村党员的 55 . 3%。今年预脱贫的 9100
个贫困户，每户都有 1 名农村党员和 1 名以
上干部进行结对帮扶。

全覆盖的党员帮扶带来了困难群众广泛
的“获得感”。据统计，金寨县联帮主体已累计
为贫困户解决各类实际问题 2 . 6 万个，带动
贫困户年均增收近 2000 元。

农村党员“存在感”换来贫困户“获得感”
革命老区金寨抓党建促脱贫的“联帮”实践

据新华社济南 1 0 月
30 日电(记者陈灏)房顶上
晾晒的葫芦沐浴着阳光迎
风飘摇，房间里工人们专
心致志地为葫芦去皮、分
拣、刻上图案和文字———
每年 10 月，是山东聊城东
昌府区路西村最忙碌、最
幸福的时候。传承千年的
葫芦种植和雕刻工艺，在
新时代让这里的人们过上
了小康生活。

路西村种植葫芦的历史
悠久，但葫芦成为产业却是
最近几年的事情。当地葫芦
雕刻工艺“堂邑葫芦”第六代
传承人郝洪燃告诉记者，
2000 年前后全村只有七八
十亩葫芦。如今村里九成家
庭种葫芦，自种、流转耕地加
上订单种植的，总面积超过
七千亩，有的种植大户甚至
种到了河北、辽宁。

路西村村支书路福利
今年只种了一亩葫芦，结
了 4 万多个果。按照市场
价，纯利润超过 2 万元。他
说，葫芦形状越奇异越值
钱，有的异形葫芦一个能
顶一亩。今年村里有一个
“双胞胎”连体葫芦，还长
在地里就被人以 2 7 0 0 元
的价格订下了；邻村一个
三肚葫芦，有人出价 5 万
元都没卖。

在村民吴秀珍的门市
里，记者看到，5 厘米高的葫
芦用激光刻上“一生平安”
“招财进宝”等字样，经过着
色，穿上大红色的中国结，
“身价”就从 1 元上涨到了 5
元。“葫芦象征福禄，全国都
喜欢。”吴秀珍说，她以前做
过毛刷、绢花，但效益最好的
还是葫芦加工。她有 4 台葫

芦雕刻机，但是接踵而至的订单还是让她有些
忙不过来。如今，她不仅城里有房子，家里还添
了两台越野车。

随着近年来电商的发展，路西村的葫芦迎
来了更广阔的市场。路福利介绍，村里的葫芦七
成是通过电商外卖的，物流点每天都有好几车
葫芦发货。村里年轻人几乎没有外出打工的，都
在家做葫芦、卖葫芦。“普通种植户一年收入十万
元左右，加工户和电商户能挣到二三十万元，老
年人还能打工挣钱。”路福利说，在这一特色产业
带动下，路西村已经从葫芦村成为“福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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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0 日，在山东省沂南县的一家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在筛选柿子。

霜降过后，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的 2 万余亩柿子迎来收获季，农民们忙着将收获的柿
子进行削皮、去蒂、碳烤、风干、揉压等工序，加工成柿饼并销往各地，这成为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的重要渠道。 新华社发（王彦冰摄）

金秋柿饼香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记者白瀛)
王学圻、陈瑾领衔主演的“精准扶贫”题材电
影《十八洞村》自 10 月 12 日在全国上映以
来，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苗月编导的《十八洞村》以精准扶贫首倡
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
村为原型，讲述了退伍军人杨英俊和杨家兄
弟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打赢了一场脱贫
攻坚战的故事。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日前在全国一二
三四线城市开展的“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

查显示，2015 年至 2017 年调查的中小成本
文艺片(含主旋律影片)中，《十八洞村》满意
度仅次于今年春季档上映的《八月》位居亚
军。

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日前主
办的研讨会上，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
席仲呈祥说，主人公杨英俊讲扶贫战役
该如何打，不能丢“杨家将”的脸，就是从
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一直繁衍过来
的，是对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体现出影
片艺术创造的视野广度、精神力度和思

想深度。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研究

员刘汉文说，《十八洞村》是新时代思考城乡
关系的一部电影精品，用唯美的电影语言解
答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命
题，把握了时代脉搏，承担了时代使命，聆听
了时代声音，回答了时代课题。

“与此同时，影片还借助大量抽帧、转场、
航拍等手法，将湘西苗寨田园牧歌般的诗意
画境展现在银幕上，用鲜活的生活气息创造
出浓厚的质感。”他说。

解答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命题

“精准扶贫”题材电影《十八洞村》获赞

▲河北省巨鹿县孔寨村农民在收集刚刚采摘的菊花。

近年来，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河北省巨鹿
县在推进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经营管
理模式，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药菊、茶菊、菜菊、工业用菊
等特色菊花种植。目前，全县菊花种植面积近 3000 亩，为贫
困户开辟了增收新路。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河北巨鹿：菊花铺出脱贫路

（上接 1 版）顺通转交了本扬总书记致习近平总书记的
贺信并转达口信。本扬在口信中表示，我代表老挝党对中共
十九大取得辉煌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再次当选中共中
央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总书记以丰富的政治阅历
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带领中国党、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在
各项事业发展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得到了全党的高度信
任和拥戴。我们坚信，在中共十九大正确路线指引下，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将继续带领
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夺取新
的全面巨大胜利，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宏伟蓝图和历史使命。
老方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对老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亲自
指导，我愿与您一道努力，把老中关系不断推进到新高度。

习近平感谢本扬的口信。习近平表示，老挝党中央委
员会和本扬总书记分别就中共十九大召开和我再次当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发来热情洋溢的贺函，又在大会刚刚闭幕
不久派顺通同志专程来华致贺，这体现了我们两党的友好
关系，也体现了以本扬总书记为首的老挝党中央对发展中
老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
重要判断不仅在中国国家和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在世界社会主义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包括中国、老挝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在不
懈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也都取得了
显著成就。中老两党应该从更高角度和更深层次看待和把
握中老关系的特殊战略意义，为我们各自国家建设和世界
社会主义发展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努力和新贡献。新一
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将继续同以本扬总书记为首的老挝
党中央领导集体一道，加强对双边关系的政治引领，秉承
“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彼此信赖、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针和
“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推动中老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顺通代表老挝党中央和本扬表示，中共十九大作出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老方高度评
价、深受鼓舞并希望学习借鉴。老挝党中央希望同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密切合作，共同推
动新时代老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
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参加会见。

（上接 1 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论述深刻阐明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
的。

面积只有 9 . 98 平方公里的天津市和平区，这五年投入
财力的 70% 都用于养老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
事业，解决了许多民生难题。

听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后，十九大代表、天津市和平区委
书记李绍洪觉得肩头改善民生的担子很重：“现在区里
1500 户住人地下室腾迁、34 万平方米砖木结构老旧房屋
等问题亟待解决。我们必须甩开膀子，真刀真枪干起来。”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根’和‘魂’。”李绍洪说，区县是服务群众的一线工作站，更
应以民评民说为工作评价标准、以民心民力为根本依靠、以
民意民声为决策依据、以民愿民盼为努力方向、以民惠民富
为追求目标、视民苦民痛为工作失职，着力解决好“衣食住
行、业教保医”等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

笃行之：知行合一、开拓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基础工程。”十九大代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说，北
大将牢牢把握“双一流”建设的契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以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为动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定走内
涵式发展道路。同时，北大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
“德才均备、体魄健全、守正创新、引领未来”的理念，培养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一流人才。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用改革创新
手段破解难题过程中实现螺旋式前进。

医改，是公认的世界难题。儿科医疗资源紧张，又是医
改难题中较为明显的“短板”。

“要让人民群众全生命过程感受到医疗的美好，从儿童
医疗做起尤为举足轻重。”湖南省儿童医院副院长李爱勤认
为，人民群众对美好医疗的向往，是社会进步发展的趋势使
然。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医院是这个
主要矛盾中的“供给侧”之一。为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破解
医改难题，要努力推动医疗回归公益，医务人员要承担更多
的国家责任，将治病端口前移到防病指导，同时要提高群众
看病就医的体验感受，将病人满意作为另一项技术要求。

“县一级党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细胞，是贯彻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底部基础、基本支撑和工作落脚点，作为
一名县委书记，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千钧。”四川达州万源市
委书记吴晓勇说，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作出了新的重大部署。结合万
源实际，要实施精准化制度设计，不断健全完善惩治和预防
腐败体制机制，推进“互联网+阳光村务”工作，加大对违反
制度行为的查处和曝光力度，确保各项制度落地生根。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全国
各族人民正充满信心与力量，昂扬奋进在民族复兴的新征
程上。

掌 握 新 思 想

开 拓 新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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