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同
群众共商脱贫之策，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的重要理念。5年多过去了，湘西这片曾

“穷得让人心痛的地方”，交出了扶贫攻坚
的扎实答卷：截至2018年底，全州1110个
贫困村已累计出列874个，66万贫困人口
累计脱贫55.4万。来之不易的成绩，凝聚
着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辛奋斗，生动诠释了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为我们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带来
深刻启示。

拔穷根，关键在精准发力。湘西历经
多轮扶贫，也曾尝试发展养殖山羊、种植蔬
菜等产业，但效果都不明显。“知标本者，万
举万当”。脱贫攻坚，大水漫灌不行，“手榴
弹炸跳蚤”也不行，非得下“一把钥匙开一
把锁”的精准功夫不可。在精准扶贫理念
指引下，湘西干部群众认识到，只有靶向治
疗、对症下药，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
展特色产业，才能找到脱贫致富之路。如
今的十八洞村，旅游、特色种植、养殖、苗绣
等产业，撑起一方发展的四梁八柱，使曾经
出了名的“穷疙瘩”变成欣欣向荣的“幸福
村”。这是湘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个
缩影。“精准”，让乡亲们尝到了甜头，更给
脱贫带来攻坚克难的“利器”。

治穷病，也得治“心病”，做好“精神脱
贫”的工作。一时穷，不可怕；志气短，一

世穷。脱贫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能奋
斗，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引导贫困大龄
青年主动“脱懒”、通过努力实现“脱单”，
扶贫工作队开设道德讲堂系列活动鼓舞
群众干劲⋯⋯从湘西的实践来看，扶贫一
旦同扶志、扶智有机结合起来，广大群众
中蕴藏的磅礴内生动力就将喷薄而出，为
脱贫攻坚注入源源不竭的推动力。

让脱贫成果不断巩固，让群众过上
越来越好的日子，更要学会“走一步看
三步”，以长远眼光想问题办事情。“小
富即安”不可取，目光短浅要不得。筑
牢脱贫根基，拓宽致富门路，是需要持
续考虑和谋划的重要课题。以教育扶
贫为抓手，从源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以“十项工程”为重点，补上基础设施的
短板；以人才建设为关键，打造“永不离
开的工作队”；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
为未来发展留下绿水青山⋯⋯一系列
打基础、利长远的举措正在湘西落地生
根，为未来发展种下希望的根苗。

春天的大地，一片生机勃勃。从湘
西看全国，脱贫攻坚战正是最吃劲的时
候。坚定必胜信心，念好“精准”真经，
脚踏实地干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如期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让父老乡亲们过上更
加美好的生活。

（新华社长沙 3 月 30 日电）

“湘西答卷”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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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原施工处督导员、享受厅局级待遇离休
干部邰仁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年 2月 14日在呼和浩特逝世，享
年93岁。

邰仁钦，蒙古族，1926年8月出生
于黑龙江省杜蒙自治县。1946年12月
参加工作，1949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6年12月至1948年9月，先后
在吉林省郭后旗土改工作队、内蒙古军
政干校、内蒙古军政大学、内蒙古军区骑

兵一师政治部工作、学习；1948年 9月
至1952年11月，先后在内蒙古军区医
院、后方医院卫生干校、内蒙古工农干部
速成中学工作、学习；1952 年 11 月至
1970年1月，先后任内蒙古劳动局机要
秘书、计划调配处副处长；1970年 1月
至 1972 年 3 月，在中办唐山学习班学
习；1972年4月至1984年12月，先后任
内蒙古建工局劳资处副处长、处长；
1984年12月至1986年3月，任内蒙古
党委整党办公室联络员、组长；1986年3
月至1988年12月，任内蒙古建设厅施
工处督导员；1988年12月离职休养。

邰仁钦同志逝世

全国医院优秀院长，全国先进工作
者，全国“三八”红旗手，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原
院长、党委书记（正厅级）赵玉英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3月6日在呼
和浩特逝世，享年83岁。

赵玉英，蒙古族，1935 年 10 月出
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1951年2月
参加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51 年 2 月至 1979 年 4 月，先后
在莎县军分区、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内
蒙古骑兵第一师三支队、内蒙古医学

院、乌盟医院、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等单位工作、学习；1979年4月至1981
年2月，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产
科副主任；1981年2月至1983年11月
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妇
产科主任；1983年11月至1985年9月
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
院长；1985 年 9 月至 1986 年 9 月任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党委副书
记；1986 年 9 月至 1993 年 5 月任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副
厅级）；1993年5月至1997年6月任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

（正厅级）；2002年7月，退休。

赵玉英同志逝世

■上接第 1 版
一项项工程改盐增草技术，让 5 万

亩盐碱地旧貌换新颜。五原县农业局
副局长李二珍说，项目完成后可新增
耕地 4500 亩，地力提升 2 个等级，人均
年增收 7300 元，5 年综合增收可达投
资总额，并能持续发挥效益。

探索产业多元发展新路径
按 照 打 造 绿 色 产 业 集 聚 区 的 目

标，五原县在项目区采取“政府+科研
院所+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引
进河北硅谷、蒙草、中储草等企业集中
流转土地，进行盐碱地改良试验示范
园区建设，以发展农牧业循环经济为
重点，探索出了一条绿色产业多元化
发展新路径。

引进中储草等企业种植甜高粱、
籽粒苋、野大麦、偃麦草等 23 种优质耐
盐牧草 1.6 万亩、小麦及麦后复种牧草
3000 亩。牧草秋天收割以后做成青贮
饲料，依托五原县百万只肉羊生产示

范园，带动当地农民发展养殖业，新增
优质基础母羊 6000 只，年出栏量 3 万
只以上。引进内蒙古君羊牧业建设 1
万只国家级奶羊核心育种场，打造 50
万只奶山羊养殖基地。

河北硅谷肥业公司在项目区流转
3000 多亩土地，包括 800 多亩轻度盐
碱 土 地 、1000 多 亩 中 度 盐 碱 土 地 、
1200 亩核心重度盐碱土地，采取多种
肥料结合、多种施肥方案、多种作物种
植等方式进行修复改良，让“有病”的
土壤恢复健康，逐渐焕发青春活力。

天 衡 药 业 公 司 流 转 荣 义 村 土 地
188 亩，试种红花获得丰收，亩纯收入
实现 3750 元，合作社及农户流转费加
务工收入每亩 2000 元，实现了互利多
赢。今年该公司计划将红花种植面积
扩大到 600 亩。

荣义村村民郭海军家的十几亩盐
碱地流转给企业种植红花，自己在项
目区内打工，一年下来收入增加了很

多。他高兴地说：“以前咱们自己种
地，一年每亩地纯收入也就是五六百
块钱。这次政府引进种植红花，连流
转费带打工挣的钱亩均收入达到 2000
元到 2200 元，农民都满意。”

引进山路集团发展光伏产业，为
6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安装分布式光伏
电站，每户 3 千瓦，年收益约 3000 元。
在义丰村、荣义村、迎丰村新建 3 个村
集体分布式光伏电站，年收益约 5 万
元。在义丰村二组、义丰村三四组、荣
义村六七组整村推进农户圈舍、屋顶、
庭院等分布式光伏发电站，拓宽了农
户的增收渠道。

兴禾源农业公司流转 150 亩重度
盐碱地进行微咸水养殖南美白对虾，
当 年 获 得 较 好 收 益 。 负 责 人 武 冠 楠
说：“当年 5 月份投放的南美洲白对虾
苗，10 月份捕捞，亩产白对虾 400 多
斤，23 亩水面产出白对虾 1 万多斤，实
现利润 19 万元左右。”

如今，五原县项目区共有大小 73
家企业流转了土地 2 万亩，直接从规模
化经营、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生产的高
点出发，因地制宜、因技制宜发展耐盐
牧草、生态循环养殖、乡村旅游、光伏
农业四大产业，让绿色产业成为盐碱
地治理的动力之源。

百 舸 争 流 千 帆 竞。 2018 年 在 五
原县项目区试验示范的同时，巴彦淖
尔市点面结合、分步推进，整合盐碱
地改良资金 12.1 亿元，在全市开展了
多项盐碱化耕地改良技术试验示范，
当年全市盐碱地改良完工面积 82.95
万亩。

据市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刘双平介绍，目前全市正在积极整合
多个项目的资金和配套工程，今年计
划完成 50 万亩盐碱地改良任务，同时
要在盐碱地发生的重灾区乌梁素海周
边建立 5 万亩以上的盐碱地改良高标
准示范区。

盐 碱 滩 上 的 绿 色 变 革

□新华社记者 文静 姜伟超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以“六老汉”
为代表的八步沙林场三代职工，矢志不
渝、持之以恒推进治沙造林事业，被中
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六老
汉”三代人治沙的典型事迹经媒体播发
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他们不畏
艰苦、建设生态家园的奋斗精神，打动
着千万人的心。

20 世纪 80 年代，在腾格里沙漠南
缘甘肃省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八步沙，
沙丘以每年 7.5 米的速度向南推移，吞
噬农田和村庄。面对黄沙漫卷的不毛
之地，有的人选择了远离，有的人却选
择了留下，并且改变它。古浪人民在长
期治理风沙危害、守护家园过程中涌现
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八步沙“六老汉”三
代治沙人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古浪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高丽
说，“六老汉”三代人的治沙之路既是
人类顽强的救生之路，也是人与大自然

如何相处的探寻之路。它的宝贵之处
不仅在于体现了人类勇于向风沙宣战
的无畏精神，更在于用 38 年的不懈植
绿向我们昭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理念，激励着我们为建设美
好家园而努力奋斗。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
任马全林全程收看了八步沙林场“六老
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
模”的现场发布会，几次被感动落泪。
他说，授予八步沙“六老汉”三代治沙人

“时代楷模”的荣誉，不仅是对治沙群体
的肯定，也是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高度，对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大政方针的重申。

“中国的民间治沙群体往往面临投
入大、风险高的困境。八步沙三代治沙
人凭借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魄力，用
汗水浇灌出牢固的绿色防护带，这种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马全林表示，政府和
科技工作者应主动向以八步沙三代治
沙人为代表的民间治沙群体提供更多
鼓励和帮助，加强合作，科研单位应对

当地治沙的模式应用、树种选择和搭配
等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进一步推动科学
治沙、产业治沙。

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矢志不渝
改善生态的治沙精神，已经成为当地践
行党中央生态理念的强大推动力。甘
肃省平凉市静宁县三合乡张安村驻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王焱表示，
八步沙六老汉用无法想象的艰苦付出，
为子孙后代换得了绿色家园，这是一个
时代的奋斗者诠释幸福的生动实践。

王焱说，在陇东黄土高原上，倔强
的乡亲们也在战天斗地，把“跑土、跑
水、跑肥”的贫瘠山地，修建成层层平整
的梯田，同样传承着艰苦奋斗的伟大精
神。“作为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者，我
们要致敬这种身边坚韧的崇高，弘扬这
种淳朴又伟大的榜样力量。”

近年来，甘肃省深刻理解党中央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不断加强
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构筑起
坚强的生态防护体系。

武威市委书记柳鹏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美丽中
国建设迈出了重要步伐，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学习三代治
沙人为实现绿色梦想无私奉献的精神，
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新发展理念，为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文明努力奋斗。

“六老汉”三代人的治沙事迹引来
网友纷纷“点赞”。网民“zqz 山野村
夫”说：“六老汉献了终身，献子孙，是真
正的‘无我’，为三代人点赞。”

网民“陌霜剑痕”在微博留言说，一
花一草皆不易，要懂得珍惜，更要传承六
老汉的精神，带给沙漠更多绿色希望。

就读于兰州大学的李鑫在微信中转
发“六老汉”三代治沙人的感人事迹时，
加上了自己的感悟：我们看到了“六老
汉”三代人种下的植被染绿沙海，我们更
应该听到他们心底对生态梦想的呐喊响
彻天地！向中国“治沙人”致敬！

（新华社兰州 3 月 30 日电）

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事迹引起热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中央宣
传部 29 日向全社会发布甘肃省古浪县
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
先进群体的感人事迹，授予他们“时代
楷模”称号。

八步沙林场地处河西走廊东端、腾格
里沙漠南缘的甘肃省古浪县。昔日这里
风沙肆虐，侵蚀周围村庄和农田，严重影
响群众生产生活。为保护家园，上世纪80
年代初，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
海、张润元 6 位村民，义无反顾挺进八步
沙，以联产承包形式组建集体林场，承包
治理7.5万亩流沙。38年来，以“六老汉”
为代表的八步沙林场三代职工，矢志不
渝、拼搏奉献，科学治沙、绿色发展，持之
以恒推进治沙造林事业，至今完成治沙造
林21.7万亩，管护封沙育林草面积37.6万
亩，以愚公移山精神生动书写了从“沙逼
人退”到“人进沙退”的绿色篇章，为生态
环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日，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
沙造林先进群体的感人事迹宣传报道后，

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
认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
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
践行者，是荒漠变绿洲的接续奋斗者，他
们的事迹引人思考、催人奋进。林业草原
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大力弘扬“三北精神”，以“六老汉”三代
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为榜样，驰而不息、
久久为功，不断巩固和发展祖国绿色生态
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建设美
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发布了八
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
群体的感人事迹，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
部关于授予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
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
模”称号的决定》。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
为先进群体代表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章
和证书。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首都
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发布仪式。

中央宣传部授予甘肃省古浪县
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

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称号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3 月 26 日至 29 日，
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在海南博鳌
举行。本次年会聚焦亚洲各国共同发
展，引起海外舆论热烈反响。多国专家
学者表示，中国发展惠及周边，体现大
国担当；博鳌论坛凝聚智慧，将为亚洲
乃至世界发展提供助力。

菲律宾雅典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
卢西奥·皮特洛表示，中国深化改革开
放对亚洲和世界来说是一个喜讯，中国
提出亚洲各国共同行动、携手发展是十
分正确的，也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担当
的体现。相信中国将在各领域进一步
激活市场竞争，吸引外国投资，激发企
业技术创新。

肯尼亚经济学家、政府培训中心经
济学讲师亨利·万德拉表示，世界正在
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强劲发展动力。在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和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此次博鳌亚
洲论坛向世界明确传递出坚持深化改
革开放的信号，令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和
亚洲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
机构顾问巴塔查吉说，过去一年间，中
国下调了部分商品进口关税、加大对外
直接投资并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这些举措都彰显了中国捍卫多边
贸易、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决心。世
界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
也将惠及邻国、地区和世界。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
问胡逸山表示，中国继续致力于开放市
场的举措值得赞许。中国经济的增长
方案不仅仅在中国奏效，也可以带动其
他国家发展。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
背景下，许多国家都需要进行经济发展
模式的转型，中国经验值得借鉴。

开罗大学教授、亚洲事务专家努尔
汉·谢赫说，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理念
始终是亚洲国家共同合作的动力。博
鳌亚洲论坛汇聚世界智慧，在投资和经
济合作层面的讨论取得了显著成效，将
创造更多合作机会。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黄磷说，亚洲各
国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
高，中国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要协力

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将更有效地发挥
亚洲对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亚
洲方式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进一步
形成，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

开罗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瓦利
德·加布-阿拉说，中国在博鳌亚洲论
坛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融入世界开放
经济网络的决心，将为未来实现高密
度、高繁荣的区域合作打通渠道。世界
各国应携手促进区域合作和治理，以破
除经济交往和自由贸易壁垒。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对外
贸易促进司司长安德里亚斯·尼克林表
示，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积极主动的
经济政策，扩大开放自身市场，在世界
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
中心教授普南德拉·贾因说，今年博鳌
亚洲论坛的主题“共同命运 共同行
动 共同发展”很合时宜，无论在政治、
经济还是社会层面，世界各国都需要找
到共识，互相倾听和理解。当前，世界
经济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所以更需要
这样的桥梁和交流机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商业和经济学
院副教授沈凯玲说，博鳌亚洲论坛为世
界提供了一个交流观念和理念的平台，
能够让各方获得更多互信，体现了中国
的责任和担当。中国经济发展的溢出
效应和示范效应明显，使很多国家受
益。中国的发展过程对于许多发展中
国家来说是丰富的学习样本。

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监管和全
球治理研究院荣誉教授霍华德·巴姆赛
说，很高兴看到中国在共享资源、共享
未来、共同发展方面做出的表率。他期
待中国能够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挑战，为
周边各国提供更多发展经济的新思路
和新方法。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副教授奥列
格·季莫菲耶夫说，在今年的博鳌亚洲
论坛上，中国再一次展现了负责任的国
际形象，中国愿意继续扩大开放并与别
国对话的立场非常明确，得到了世界各
国的广泛支持。

（参与记者：袁梦晨、郑昕、杨臻、潘
革平、赵旭、林昊、郁玮、王可佳、刘子
衿、吴丹妮、张远、白旭、钱铮、刘洋）

大国担当 世界助力
——多国专家学者热议博鳌亚洲论坛

3 月 28 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中国
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科技政策研究
室主任张敏在研讨会上讲话。中葡

“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国际研讨会
28 日在里斯本新大学商学院举行，来
自中国、葡萄牙、厄瓜多尔和摩洛哥等
国的外交官、专家和学者进行了深入
交流和探讨。

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 摄

中葡“一带一路”
框架内的合作
国际研讨会

在里斯本举行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记者 施

雨岑）记者30日从中国国家博物馆获悉，为
切实保障文物安全和观众安全，提升观展体
验，中国国家博物馆拟于4月开始实施全员
实名预约参观机制（分时段），每天预约人数
为3万人。

据介绍，个人观众需提前1至5天在国

博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当天
观众可凭预约时使用的本人二代身份证从
北门入馆参观，工作人员在现场将通过手持
验票终端完成身份验证工作。团体观众可
提前2至7天进行预约申请。未提前预约的
观众，在未达到当日额定预约上限时，可以
通过现场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行现场预约。

中国国家博物馆拟于4月起开始实名预约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