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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这里是中国东北的东北角。
曾经，原始、荒凉与贫穷如魔咒般

纠缠、禁锢着这片旷远苍茫的大地。
今天，一群顽强、乐观、奉献的勇

士，誓与贫困搏斗，书写壮丽史诗。
2020年，中国吹响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号角。“中
国东极”迎来“全面小康”的新曙光，

“中国北极”在脱贫攻坚中找到了
“北”，“高寒禁区”里的鄂伦春人告别
苦寒大步迈向小康。

春已至，贫正去。随着黑龙江省
宣布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东北角
脱贫攻坚取得了关键性胜利。

“中国东极”迎来“全面小康”新曙
光

当新年阳光照射“东极”黑龙江
省抚远市的大地，这里已甩掉贫困

“旧帽”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
光景。

清晨 5点，70岁大娘屈晶开启新
一天劳作，烧水起灶，赶制粉皮。水汽
升腾中，日子的热乎劲儿，让人忘记了
屋外还是乍暖还寒。“现在一天能做50
来张粉皮，往超市里送。”她说。

患病老伴给家庭带来的贫困，曾
让屈晶丧失了天伦之乐。她十几年如
一日，笑对日子的艰难。

无论多难，屈晶都没向命运低过
头。她起早贪黑，推自行车送粉皮，腿
落下了病根，如今稍微多走些路，就得
吃去痛片。

随着脱贫攻坚好政策照亮“东
极”，屈晶迎来幸福曙光。从住房、医
疗到发展边贸、光伏发电等产业，抚远
的脱贫政策让她看到希望，干劲儿更
足。

“比以前强天地啊。”柴火正旺，暖
意融融，住在崭新彩钢房内的屈晶在
灶旁娓娓道来，她去年收入了 24513
元，这有她做粉皮、种小菜园的收获，
还有公益性岗位和享受国家、地方好
政策的补助。

每一分钱，她都记得仔细，花得精
细。腊月里赶集，屈晶一口气买了猪
前槽肉、猪手和5斤牛肉，“过年了，孩
子想吃牛肉。”屈晶说，只要还能劳动，
她就要坚持干下去。

疫情来袭，驻村工作队一手抓防
疫，一手抓扶贫，仍然惦记着屈晶的生
活，还给她带来了又一个好政策，“我
们带资入木耳种植企业，风险不担，一
年下来还能再收入千八百元。这几天
合同都已经签了。”屈晶说。

如今在抚远，脱贫户“想干事、要
干事、干成事”的信心特别足。他们
说，国家政策好，没有理由不往前奔。

“供一饥，不能向人家要百饱。”在
脱贫户康丽艳家中，她跟记者盘算过
去一年的收入，“2019年养了8头猪，
驻村工作队和村里帮着找销路，卖了4
万多元。”

康丽艳家从前的日子并不如意。

她和丈夫身体欠佳，靠打工赚钱，日子
过得紧巴巴，想买豆油都得左右掏兜、
前思后想。“那时候挣点钱光打针吃药
了，就寻思混一天少一天吧。”康丽艳
神情中透出苦涩。

村干部起初动员康丽艳养猪，她
怯怯地没底气，寻思“养不好可咋
整”。几经开导，她在2017年养了3头
猪。

“小猪崽儿刚抱回来时20多斤，卖
的时候400多斤。”康丽艳笑得合不拢
嘴。一旁的村干部搭话道：“那猪养得
跟年画里一样，圆滚滚的，邻居们都来
学。”摸出门路后，康丽艳开始扩大养
殖规模。

就这样，好日子一串一串地来
了。康丽艳一家搬出住了30多年的小
草房，住进新的彩钢房，还置办了大衣
柜。“结婚都没有大衣柜。”康丽艳说，

“有新房了，生活顺了，养上小猪和家
禽，这日子就转起来了。”

从眉角向下到嘴角上扬，康丽艳
家墙上的几幅照片，记录着生活的变
化。康丽艳说：“你再看看我这门帘上
的挂贴。”

记者抬头望，上面写着——“好日
子”。

从1994年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
到2018年被国务院扶贫办列为脱贫摘
帽县，“好日子”三个字今天回响在“东
极”大地。

“中国北极”在脱贫攻坚中找到
“北”

“搁以前，党员和群众没啥不一
样，但这几年却‘翻个儿’（不同）了。”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红村一些村民说。

作为昔日中国最北贫困村，2018
年底北红村实现一户不落整村脱贫，
这里有怎样的脱贫故事？记者乘车穿
越莽莽大兴安岭，赶到这里一探究竟。

“怎么‘翻个儿’了？”记者按捺不
住好奇。

“党员家有旗、有牌，一目了然。”
“党员有‘责任田’，帮扶户有困难都找
他。”村民们七嘴八舌。

在北红村，党员家很好认，插着党
旗、国旗，挂着党员责任牌的就是。党
员不仅亮身份，还定期到联系户家开
展包政策、包时事、包思想、包劳力、包
技术、包文明的“六包扶”。

“党建脱贫的关键发力点，就是党
员干部先行一步。”北红村党支部书记
赵民兴说，当地曾是深度贫困地区，党
员、党组织发挥出表率作用，给村民打
了“强心针”。

虽然“最北之地”漠河早已名声在
外，但北红村吃上“旅游饭”并不早，七
八年前才零星开起家庭旅馆。

党员张福顺回忆，有一年冬天，村
里来了几个游客，那时都住“木刻楞
（一种木屋）”，哪有宾馆。张福顺把游
客领回家，杀鸡炖肉，尽地主之谊。

“菜上来了，游客却很少动筷子。”
张福顺弄明白后哭笑不得，原来客人
是怕上厕所。村里都是室外旱厕，最
冷零下40多摄氏度，不冻透才怪。

北红村无霜期一年仅80多天，庄
稼产量不高。森林禁伐后，收入也没
了。

怎么办？村两委一再合计。“咱这
地理位置，冷就是最大资源，必须干出
名堂。”赵民兴说。

2013年村两委决定争取资金，改
造老房建家庭旅馆，但响应者寥寥。

“虽然政府补贴，但自己也得投几
万元钱，半辈子积蓄啊。”村民李云才
交完钱却心疼了，思来想去又把钱讨
回来。

关键时刻，党员挺身示范。张福
顺花了半年时间翻盖新房，福顺客栈
开张。赵民兴建起农家小院，集民宿、
餐饮一体。

找对发展路子，仅一年，张福顺投
入翻修的成本全部收回。在党员带动
下，家庭旅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那年冬天，这个常住人口仅300多人的
小村庄，接待过夜游客近万人。

脱贫户李桂英原来家庭十分贫
困。村里结合她家情况帮助贷款，建
起东北民俗主题家庭宾馆，4铺大炕、2
个标间，2018年纯收入四五万元。

随后北红村还建起家庭宾馆协
会，张福顺任会长，4个副会长里3名
是党员。全村家庭旅馆数量增至70多
家，220多人直接从事旅游业，北红村
一跃成为富裕村。

赵民兴说，基层党组织的核心还
是发展产业，不仅巩固脱贫成果，还促
进乡村振兴。北红村迄今发展了乡村
旅游、生猪养殖、面粉加工等产业项
目，将六成收益所得用于全村49个贫
困户出工分成，2019年户均分红4897
元。

贫困户不是坐在家里就分红。驻
村第一书记周广新翻开一本账册，上
面记录着贫困户公益岗位等出工天
数。“脱贫更要注重培养内在动力。”他
说。

在“中国北极”漠河，党组织站到
脱贫攻坚前台，实现党建与产业双促
进，北红村不是个例。

脱贫攻坚开展以来，漠河市以提
高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为目标，进一步
打造“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党建
品牌，激活扶贫一盘棋。基层党组织
就是一个飘扬着红旗的战斗堡垒，奋
战在脱贫攻坚一线。

“高寒禁区”在奔小康路上“一个
都不能少”

住了一辈子斜柱子
不知受了多少痛苦
霜来了
草荒了
我呀
也已经衰老
……
在我国最北的巍巍兴安岭，曾活

跃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游猎民族——
鄂伦春族。这首记录了鄂伦春人漂泊
生活的歌谣，在茫茫林海飘荡了千百
年。

作为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鄂

伦春族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走出白
桦林，实现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的
跨越。

如今，凛冽的寒冬还时常令58岁
的鄂伦春族妇女葛丽红回想起过往，
那里充满了关于寒冷的记忆。

“早晨起来，你经常会发现屋里水
桶结冰。”这是葛丽红儿时住在木头房
子里对寒冷的直观记忆。

葛丽红的家位于黑龙江省大兴安
岭地区塔河县。这个被称为“高寒禁
区”的地方，极端最低温度在零下40摄
氏度以下。

鄂伦春族下山定居30周年时，政
府给鄂伦春人盖了第一批砖房，葛丽
红的冬天变得不再那样难熬。“但冬天
在屋里要穿棉袄，半夜炉火熄灭后常
被冻醒。”她说。

2013年，鄂伦春人在下山定居60
周年时又一次搬进政府提供的新居。
宽敞明亮的房子，将冬日严寒挡在门
外，集中供热让葛丽红的冬天变得温
暖。

然而，突如其来的疾病令葛丽红
和丈夫再次感到丝丝寒意。他们丧失
了部分劳动能力，成为村里贫困户，每
年约1500元的取暖费成为负担。

2018年，鄂伦春族下山定居65周
年之际，葛丽红也迎来了好日子。在
政府帮扶下，通过种植木耳等途径，她
与村里其他 100 多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这也标志着黑龙江省人口最多的
鄂伦春族聚居村整体脱贫。

2020年春节，记者到访葛丽红居
住的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鄂族
村，清脆的鞭炮声在村子上空回荡，大
红灯笼高高悬挂在房檐上。零下30多
摄氏度的低温无法压制乡村里升腾的
年味。

“以前鄂伦春人靠神灵驱赶疫病，
现在靠党和政府。”葛丽红说，鄂伦春
人基本的住房、教育、医疗全都免费，
吃穿不愁。

“压力很大，不敢松懈。”正带领群
众防控疫情、恢复生产的当地驻村第
一书记张磊总结自己的状态和下一步
工作时说，目前本村鄂伦春特色旅游
展馆建设正在收尾，木耳种植还在细
化，北药产业已经启动，这些对巩固脱
贫作用很大。“我希望在驻村期间能把
产业基础打好。”张磊说。

约70年间，鄂伦春族从原始社会
到现代社会再到小康社会的变迁，正
是中华民族“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的践诺和缩影。

高高的兴安岭上又响起粗犷、空
灵的歌声：

鄂伦春告别了千年的古老
新天新地新感觉
新新的猎民村
新山新水新时代
新新的鄂伦春
……
（记者 韩宇 李建平 强勇

闫睿）
（新华社哈尔滨4月18日电）

中国东北角脱贫纪实

新华社北京 4月 18日电 （记者
孙少龙）民政部18日发布公告，国务院
于近日批准，海南省三沙市设立西沙
区、南沙区。

三沙市西沙区管辖西沙群岛的

岛礁及其海域，代管中沙群岛的岛礁
及其海域，西沙区人民政府驻永兴
岛。三沙市南沙区管辖南沙群岛的
岛礁及其海域，南沙区人民政府驻永
暑礁。

国务院批准
海南省三沙市设立市辖区

新华社北京 4月 18日电 （记者
董瑞丰 王希）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
水运局局长李天碧18日在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有关部门正
通过鼓励航空公司用客运飞机直飞货
运运输、增加中欧班列的班次密度、开
辟国际快船运输渠道、加强运力调配等
方式，提升我国国际货运能力，保障国
际物流供应链稳定。

李天碧表示，交通运输部已会同外
交部、工信部、商务部等12个部门成立
国际物流工作专班，全面协调解决国际
物流中存在的问题。

受疫情影响，我国部分国际邮件积
压，部分重要生产物资、医疗物资及消
费品国际运输困难。其中，国际邮件和
快件以往主要通过航空方式尤其是客

机腹舱来运输，随着国际航班大幅削
减，这部分运力一时得不到弥补。此
外，境外端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也为我国
跨境运输带来较大影响。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侯
延波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季度国际和港
澳台邮件快件累计完成3.2亿件，同比增
长9.5%。面对客机腹舱运输严重萎缩
的挑战，国家邮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多措
并举，持续保障国际寄递渠道的畅通。

这些举措包括指导企业用足用好
现有的国际航空货运、中欧班列、海运
快船以及周边国家陆路运输等运力资
源，支持拥有全货机的邮政和快递企业
通过开辟国际新航线、增加新货机等方
式来扩充运能，推动完善国际物流体系
建设和技术标准互认等。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升国际货运能力
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稳定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者
王希 董瑞丰）国家卫健委18日通报，
4月 17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27例，其中17例为境外输
入病例，10 例为本土病例（黑龙江 7
例，广东2例，四川1例）；无新增死亡
病例；新增疑似病例5例，均为境外输
入疑似病例（上海3例，黑龙江2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0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986人，重症

病例减少4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857例（含

重症病例 47 例），现有疑似病例 58
例。累计确诊病例1566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709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4月17日24时，据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现有确诊病例1058例（其中重症病
例85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7029例，
累计死亡病例4632例，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82719例，现有疑似病例63例。累计

追踪到密切接触者723835人，尚在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8893人。

湖北无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
院病例7例（武汉7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现有确诊病例122例（武汉122例），其中
重症病例27例（武汉27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63494例（武汉46342例），累
计死亡病例4512例（武汉3869例），累计
确诊病例68128例（武汉50333例）。无
新增疑似病例，无现有疑似病例。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54例，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3
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9例（境外输入6
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66例（境外输
入12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1017例（境外输入19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1461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021例（出院532例，死亡4例），澳门
特别行政区45例（出院17例），台湾地
区395例（出院166例，死亡6例）。

国家卫健委：4月17日新增确诊病例27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4例

4月 18日，茶农在江苏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一处茶园里采茶。谷雨将至，各
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春种春管，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新华社发

谷雨将至农事忙

在绥芬河铁路口岸换
装现场，等待换装的俄罗
斯货运车体（4月 18日摄，
无人机照片）。当日，在黑
龙江省绥芬河铁路口岸换
装现场，工人们对从俄罗
斯进口的原木和煤炭进行
换装作业。目前，作为我
国对俄重要口岸的绥芬河
口岸铁路货运通道畅通。

新华社发

绥芬河铁路
口岸换装忙

□人民日报评论员

形势决定任务，行动决定成效。
4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国

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各地
区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同
时，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我国保持疫情防
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繁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
有。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
线思维，坚定必胜信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防控成绩，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
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

今年一季度极不寻常，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顽强拼搏，疫情防控取得阶段
性成效，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尽管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
明显下滑，但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回升势头，降幅明显收窄，
同时基本民生保障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国经济展现出巨
大韧性，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应对疫情催生
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这场抗击疫情的严峻斗
争表明，我国拥有雄厚物质技术基础和强大供给能力、适应能力、
修复能力，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风雨无阻向前进，
我们更有信心和底气。

面对保持疫情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的繁重任务，我们必
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
因时因势完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并切实抓好落实，积
极引导人民群众做好必要防护，不断巩固疫情持续向好形势，为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
保障。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要继续加强北
京市疫情防控工作，各地要精准抓好内防反弹工作，加固薄弱环
节、补上短板漏洞。加强和完善外防输入举措，要提高针对性和
有效性，继续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的关心关爱，坚决守住守好口
岸城市防线，加强集中隔离人员安全服务保障。要深入推进疫情
防控国际合作，同世界卫生组织深化交流合作，继续向有关国家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多种方式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切实增强紧迫
感和战胜困难的信心，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紧扣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
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六稳”工作力
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各地区各部门要变压力为动力，敢于迎难而

上，结合实际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
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我们党具有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的政治优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这场大考中磨砺统筹兼顾之
谋、责任担当之勇，就一定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克时艰、共渡难关，战胜前进道路
上的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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