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永恒丰碑——

千百年来肆虐的绝对贫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

地得到解决。

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伟大传奇——

8年，近 1亿人脱贫，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

的时间做到。

战地黄花分外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以“一个都不能少”的铮铮誓言，以“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铁血壮志，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历史性跨越，

开启了向着更高目标进发的新征程。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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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毛泽东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
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重视学习和总结历史，善于借鉴和运
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领
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同

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
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
论述，深刻阐释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光
辉历程、理论成果、宝贵经验和伟大精
神。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全党正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本书的出版发行，
对于我们学习和了解党的历史，从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述摘编》共计 141段论述，分别
摘自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
志、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报告、谈话、批示
和书信等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
一次公开发表。

高瞻远瞩的战略擘画
——脱贫攻坚伟大决战中，
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历史视
野和深厚人民情怀，勇担使
命，掌舵领航，挂帅出征

贵州黔西县化屋村，大山深处春
意浓。

这座苗族村寨群山阻隔、险流环
绕，贫困发生率曾高达63.6%，近年来
通过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和旅游业，实
现贫困人口清零。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
程到这里考察脱贫后的情况。

村民赵玉学一家4年前通过易地
扶贫搬迁住进二层小楼。赵玉学告诉
总书记，现在夫妻二人在外地打工，一
年收入4万多元，3个孩子的学费和食
宿费全免。总书记笑着说：“祝你们今
后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更加甜美！”

一句祝福，满是牵挂，饱含希望。
在泱泱大国领航者心中，“人民”

二字的分量永远最重。习近平总书记
曾坦露心迹：“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
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
都感到高兴。”

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扶贫始
终是习近平同志工作的一个重要内
容，花的精力最多。

基层工作期间，在陕北梁家河，他
最大心愿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在
河北正定，他甘冒风险也要摘掉“高产
穷县”帽子；在福建宁德，他探索“弱鸟

先飞”的脱贫路。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提出

到 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
伟目标。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
志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掷地有声地
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

一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的身
影出现在太行山深处。

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是当地有
名的特困村，608 口人中 428 人属贫
困人口，这里的贫困状况令习近平总
书记非常揪心。

总书记在考察中说：“做好扶贫开
发工作，支持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帮助
他们排忧解难，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人民，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也
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职责。”

摆脱贫困，这是为人民谋幸福的
职责使命——

2018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四川凉山。在三河村，总书记同村民
代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围坐在村民
节列俄阿木家的火塘边，敞开心扉交
流。

节列俄阿木的女儿热烈日作，刚
从成都一所职校毕业。说起自己的读
书经历，她几度哽咽。她说，村里的小
孩以前没书读，“如果不是党的关怀，
我和弟弟也没法上学念书，更不用说
去成都读书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我们党
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为民族求解放、为
人民谋幸福为己任。让人民群众脱贫

致富是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
标。

“共产党给老百姓的承诺，一定要
兑现！”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

为了这个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以不停歇的脚步丈量着
贫困角落，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考察调研了 20多个贫困村，访贫
问苦的每个细节都融入“我将无我，不
负人民”的使命情怀。

为了这个承诺，脱贫攻坚的每个
重要节点和重大关头，总书记都亲自
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召开 7次
脱贫攻坚座谈会，多次主持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每年在全国
两会同代表委员共商脱贫攻坚大计。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 一 个 拥 有
90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为了亿万人
民的幸福，向着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
发起总攻。

初心决定使命，历史昭示方向。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将精

准脱贫列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当年 12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小
康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键取决于脱
贫攻坚战能否打赢。”

一诺千金，彰显对历史负责的勇
气担当——

独龙族，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
主要聚居在云南贡山县独龙江乡，曾
世代贫穷。

41 岁的龙元村村民和晓永年少
时跑过马帮。(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2 月 24
日，省政协主席刘伟主持召开省乡村
文化振兴工作专班第三次会议，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要
求，回顾总结去年工作，研究部署新
一年乡村文化振兴工作。

会议听取了关于省乡村文化振
兴专班 2020 年度工作报告，审议了
《河南省乡村文化振兴 2021 年度重
点工作安排》。9家成员单位负责同
志作了发言。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省乡村
文化振兴工作专班在省委的坚强领
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示要
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
政府要求，政治站位高，工作思路清
晰，工作举措务实，工作推进扎实，提
升农民幸福感获得感成效明显，为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了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

央高度重视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党中
央、国务院刚刚发布的《关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意见》，就做好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提
出了明确要求。今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建党 100周年，也是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新征程
的起步之年，做好今年乡村文化振兴
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文件要求，自觉对标对表，坚持久久
为功，抓住重点推进，把握工作规律，
做好总结推广，充分发挥文化振兴凝
神铸魂作用，为推进乡村振兴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强大精神
力量。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副省
长何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秘
书长汪中山出席会议。③9

□丁新伟

当《我爱你中国》的优美旋律，借

助网络从兰考县堌阳镇徐场村的农家

琴院，飞向千里之外的北京，流

淌在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首

映礼现场，脱贫攻坚成为我们

集体记忆里的永恒丰碑。

飞向北京的兰考琴韵，是

村民们用自己制作的古琴弹

出来的，他们曾经是为温饱发

愁的贫困户。在精准扶贫的政策帮扶

下，当年焦裕禄书记种下的焦桐，蝶变

为古筝、古琴和琵琶等畅销的民族乐

器，让他们斩断穷根，日子越过越红

火，去年仅靠民族乐器销售，村民人均

收入增加 1.9 万元。滴水折射出太阳

的光辉。经过 8 年持续奋斗，14 亿人

口的中国彻底摆脱绝对贫困，被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誉为“减贫领域的

世界纪录保持者”，根本在于中国的制

度优势和治理优势。“扶贫始终是我工

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

“脱贫攻坚是我心里最牵挂的

一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

饱含深情的话语，映照出人民

领袖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彰显

着百年大党的使命与担当。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从

“老树西风”到“老树逢春”，再

到“老树繁华”，南阳 56岁农民王万才

脱贫前后的三改网名，是无数告别贫

困农民的共同心声：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

大部署，千乡万村春风浩荡。咬定青

山不放松，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迈向

共同富裕的脚步铿锵有力！3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
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省乡村文化振兴工作
专班第三次会议召开

刘伟主持并讲话

春风浩荡阔步行

2月 20日，游客在夏邑县龙港
湾智慧农业园的空中草莓馆采摘草

莓。近年来，夏邑县通过发展
科技型、观光型农业，带动当

地农户增收致富。⑨6
苗育才 摄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眼下，漫山的核桃树枝芽萌动、油
用牡丹舒展枝叶……在群山环抱的栾
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春天气息越来
越浓郁。脱贫户刘让开始忙碌地张罗

“守望田园”手擀面馆，准备迎接游客
的到来。“俺家住上新房、开了面馆、搞
乡村旅游，实现了脱贫，感谢党的扶贫
好政策。”2月 24 日，刘让激动地说，

“现在我入了党，要带领更多群众走好
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拨开贫困云雾，迎来致富艳阳
天”。行进在河洛山乡，一幕幕在奋斗
中追求幸福的脱贫故事，汇集成了决
胜全面小康的“洛阳答卷”。

截至去年年底，洛阳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6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49.9万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绝对贫困在河洛大地成为历史。

扛牢政治责任，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
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吹响向贫困发起总攻
的进军号。

洛阳是全省扶贫开发重点地区和
革命老区全覆盖地区。

洛阳市委主要领导表示，“十三
五”以来，洛阳市委响应党的号召，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临战的精神状态、战时的工
作作风，确保脱贫攻坚工作质量高、成
色足、可持续，在决战决胜中践行初心
使命、交上合格答卷。

提升站位做好顶层设计。近年来，
洛阳市先后出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实施意见》《洛阳市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方案》，以及《关于支持深度贫

困县和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关于加强非贫困县和非贫困村贫困人
口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措施。
实施“河洛党建计划”，持续深化“一转
三推进”和“九个一”大走访，一大批扶
贫干部扎根乡村，察民情、解民忧、助民
富，把党中央和总书记的厚爱嘱托落实
落细，成了乡亲们称赞的贴心人。

从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挂帅出
征”，到14个重大专项指挥部“握指成
拳”；从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到统筹非贫
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从选派1429名
第一书记轮流驻村、并肩作战，到城市
区对口支援贫困县……一套立足洛阳
实际、行之有效的脱贫攻坚责任体系、
政策体系、投入体系等顶层设计落地见
效，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67.8亿
元，“三位一体”扶贫大格局构筑完善。

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
收官之年。面对突发疫情，洛阳市坚
持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场硬仗一起
打、完成剩余减贫任务和巩固脱贫成
果两手抓，狠抓责任、政策、工作落实，
如期实现剩余 2.5万贫困人口脱贫、9
个贫困村出列的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年度减贫任务。

（下转第五版）

高质量脱贫的洛阳答卷

村民在洛宁县上戈镇海升现代化苹果加工车间挑选包装苹果。当地通过
发展优质苹果种植，让贫困户脱贫致富。⑨6 高山岳 摄

2 月 19 日，南
阳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李福林月季种
植合作社，工人正
在 进 行 月 季 苗 护
理。⑨6 高嵩 摄

特色产业
富乡邻

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决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纪实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渴”了一
个冬天的中原大地，在 2月 24日，不
仅喜降了春雨，省会郑州还迎来了一
场大雪。为什么春雨变成了雪？郑
州为什么一边下雪，一边打雷呢？

郑州市气象局工作人员张聪介
绍，之前暖湿空气势力较强，冷空气
下来的时候，相互碰撞形成降雨。上
升的暖湿气流升华，降雨也就转变成
了降雪。23时至 24时，郑州气象观
测站降雪量 3.4mm，降雪减弱。至
25日凌晨4时前后降雪停止。

为啥下大雪时会伴有雷声呢？
省气象局首席气象员鲁坦说，去年冬
季郑州也出现过此类天气现象，这种

“雷阵雪”是因为郑州前期的气温比
较高，在冷暖空气的强烈对流之下，
大气层出现了不稳定，因此会出现这
种打雷并伴有强降雪的天气。

昨日5时至23时，我省迎来了一
次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过程，最大降水
量出现在辉县和浚县，降水量均为
36.4mm。郑州市区的降水量达到
16mm，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巩
义，达到22.4mm。

省气象台预测，25日，黄河以南
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阳、信
阳、驻马店三地区部分地区有中雨；
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

根据当前作物长势和未来天气
预报，省农业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
师李彤霄建议，各地要密切关注旱情
变化。近期我省还将有降水过程，大
部地区旱情可得到有效缓解，但降水
分布不均。此外，要做好麦田春季管
理。在春季温度稳定回升后，应因苗
因地制宜，及时做好除草、病虫害防
治等工作，打好丰收基础。③9

喜提春雨“解渴”
雪姑娘也来凑热闹

郑州市民停下脚步，在鹅毛大雪中自拍。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左冬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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