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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答卷

难以磨灭的家国记忆
——访脱贫地标看新春年味

农历新年已至，回望2020年，决战脱贫攻坚在这一
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反贫困斗争中，
一村、一域的深刻变化，一人、一户的奋斗印记，都已成为
难以磨灭的家国记忆。

2021年新春之际，记者来到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
古堆村、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阿土列尔村和湖
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寻访脱贫
后的新春新景。这些曾经的贫困地标，大红灯笼高高挂
起，灶台上香气四溢，笑脸迎人的村民诉说着脱贫的幸福
和今后的希望。脱贫村里一条条路、一架架梯、一张张
图，连通着过去和现在，既见证历史，也正在擘画未来。

农历腊月二十五，曾玉成的妻子
陈金娥将红糖、蜂蜜、鸡蛋调和成的三
色面团切成半厘米厚的三角，小心地
放进冒着气泡的油锅里。一头猪、三
只鸡，帮扶干部送来红灯笼，女儿从网
上买了新春联，炸好这锅油馃，再到集
镇采购点时令水果，今年46岁的脱贫
户曾玉成家的年货就置办齐了。

而最丰厚的“年货”当数去年的收
成。记者在曾玉成家看到，捆扎好的
当归、黄芪和党参堆了半院。老曾惜
售，想等到价高时再卖。万一没人收
呢？老曾摆手，“现在硬化路都到家门
口了，客商开着车就上门啦！”

要在前些年，老曾不敢这么自
信。2007年，老曾家里来了商贩，提
出8000元买走院里成堆的药材。老
曾那时不服气：论品相、质量怎么都过
万元了，哪能8000元出手？然而那年
频繁的雨雪把进村土路变成烂泥路，
家里的药材再无人问津。一家人费时
费力切分加工，一点点运出去，才勉强
卖出不足8000元。

老曾家所在的元古堆村，属素有
“苦甲地”之称的甘肃省定西市。2013

年以前，元古堆村是远近闻名的“烂泥
沟”，村里人的致富梦一次次被烂泥路
缠绊。外地客商曾看中元古堆村高寒
阴湿的山地，想试种百合。示范时收成
极好，2亩地挖了7000多斤。百合挖
出当天必须拉走，偏逢阴雨，道路都成
了泥窝子，只能靠农用车加木板，一点
点挪出村，折腾了一天还剩不少。老板
怕了，收成再高也不敢再种。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1.14亿元
资金投向了元古堆村的基础设施。村
委会主任郭连兵说，2013年以前，全
村只有2.4公里硬化路。如今，通社
路、巷道、入户路全部硬化。

路好了，发展产业有了底气。元
古堆村将百合、中药材和马铃薯种薯
确定为种植重点品种，在小额信贷、农
业保险等政策支持下，种植面积扩大
到4500亩，超全村耕地面积七成。

如今村里的家用轿车也多了，
郭连兵说，去年一年就新增 40多
辆。去年6月，老曾家也从兰州迎回
一辆近10万元的私家车。老曾说，
村里的光景越来越好，大伙要开着
小车奔小康，走乡村振兴路了。

一张图描画愿景

时值春节，地处深山的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
洞村里，家家户户门口挂上了红灯
笼，苗寨村民们的火塘上方熏满了
腊肉。

步行在十八洞村中，一张旅游
导览图映入眼帘。村里这些年发展
乡村旅游，村民都富了起来。去年，
十八洞村到村游客 41 万人次。
2013 年十八洞村人均纯收入仅
1668 元 ，到 2020 年 已 增 长 到
18369元。

最近，43岁的村民杨正邦和妻
子忙个不停。他们新熏了1000余
斤腊肉，除了自家吃、给游客做菜，
还能通过网络销售。“去年自家的农
家乐光是腊肉就用掉了800斤，一
年下来纯收入超过了8万元。”杨正
邦说。

2013年之前，杨正邦和妻子一
直辗转辽宁、浙江等地打工。2013
年，“精准扶贫”在十八洞村首次被
提出。精准扶贫蓝图下，杨正邦和
妻子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时年
35岁的他决定返乡。

近几年，到村游客越来越多，杨
正邦办的农家乐生意更加红火，他
又扩建了民宿，“新的一年在我们大
家的共同努力奋斗下，相信十八洞
村会越来越好。”

另一张图也正在十八洞村徐徐
铺展。2018年7月，湖南省率先在
十八洞村建立驻村规划师制度，从
湖南大学引入规划设计团队，用精
准理念编制并实施“多规合一”实用
性村庄规划，确立了“精准扶贫首倡
地、传统村落保护地、乡村旅游目的
地、乡村振兴示范地”的目标定位。
十八洞村的乡村振兴也逐渐浮现出
清晰图景。

这些天，驻村工作队队长麻辉
煌也忙着跟村民们筹划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线图”。他
说：“十八洞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要走得更好，眼下还得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5 日电
记者王博 席敏 吴光于）

“春节前卖出去18只羊，兜里就多了4万多元，圈里还有40
多只羊……”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麻溪
口村，64岁的脱贫户唐显改仔细算了一笔去年的收入账。

一年收入比一年高，在这个春节里，唐显改心里愈发踏实
了。他说，春节过后，他要新建两个羊圈，再把养殖规模扩大到
100只，争取成为村里的养羊大户。

麻溪口村曾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这里群山环绕，满山都是靠
打雷下雨才能有收成的“雷公田”，全村仅有沿着沅江一条细窄的

“平原带”。耕种不易，村民纷纷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和妇女儿童
成了村里的“主力军”。

改变始于精准扶贫。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州
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中国扶贫工作进入了“精
准”新阶段。

带着资金技术和市场理念，驻村扶贫工作队来到麻溪口村。
迷迭香、杜仲等中药材被种植在曾经的荒坡上，这里产出的优质
大米成了市场抢手货，伴随着一个个精准实施的扶贫项目，麻溪
口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

长期困于大山之中的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梳子山村，一代
代人围着大山寻找摆脱贫困的出路。种植茶树，将土地平整完
施了肥，却被专家告知土壤不适宜种茶；看着越来越拥挤的猪
圈，满心等着一个丰收年，却遇到一场近乎灭顶之灾的流行疾
病……

眼看着脱贫的希望一次次破灭，扶贫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认
真思考，梳子山村的脱贫之路在何方？扶贫干部带着村民穿梭在梳
子山里，一起查看地形，请专家帮助评估适宜发展的产业。

扶贫干部顺着“之”字形的弯道上山下山，带着梳子山村民在
专家指导下，把荒坡改造为茶园、桑园和油茶林，将生猪送到腊肉
熏制扶贫车间，再走向全国市场。云雾缭绕的梳子山不再锁着希
望，村民的腰包就这样一天天鼓起来。

这种一切从精准扶贫出发的脱贫故事在武陵山区屡见不
鲜。截至2020年底，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湘西州现行标准
下所有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64748户
656083人全部实现稳定脱贫。

摆脱了贫困，更要种下乡村振兴的“希望种子”。武陵山区的
村落里，一片片茶园正在等待春天的收获，一个个扶贫车间里的

高附加值产品持续走向全国各地，一张张
乡村振兴的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生

活的现实……
（据新华社

长沙 2 月 15 日
电 记者席敏 张
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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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贯通梦想

一架梯搭载希望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今年，很多在异乡打拼的人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守岗位，
就地过年。记者通过照片把他们和家乡亲人的“心”连在一起，帮助他们“团圆”。 新华社发

心在一起 为你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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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早起的某色拉博深吸了
一口林间清冽的空气，拿起手机拍
了几张风景照发了条朋友圈，马上
引来天南海北的朋友点赞。今年春
节，某色拉博要在古里拉达峡谷的

“天空之谷”营地里值班度过。营地
下方是著名的“悬崖村”——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阿土列尔
村，也是某色拉博长大的地方。

过去，17段架在悬崖上的藤梯
是人们进出村唯一的通道。某色拉
博还记得，当年嫂子难产大出血，漆
黑的悬崖和摇摇欲坠的藤梯挡住了
送医的路。第二天天亮赶紧往山下
背，没等走到山脚，人就咽了气。

16岁那年，某色拉博就去了外地
打工。2013年，哥哥分了家，按照风
俗，排行最小的他得回家照顾体弱多
病的父母。也在这一年，精准扶贫工
作在凉山州全面推开。村里来了州、
县两级派来的扶贫干部，某色拉博家
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6年8月，村里开始修建钢
梯。8个月后，总共耗费6000根钢管

的2556级钢梯全部竣工。村里架起
了通信基站，铺设了电网、光缆。村民
沿着钢梯把冰箱、洗衣机背回家里。
某色拉博用手机做起了直播，钢梯上
的他身轻如燕，最快一次仅用15分钟
就从山顶下到山脚。惊险的动作、奇
绝的风景很快让他收获了十多万粉
丝，他也有了新名字——“悬崖飞人”。

“悬崖村”火了，政府成立了旅
游公司，建起了“天空之谷”营地，身
手敏捷的某色拉博被吸收进公司当
起了导游和营地管理员，一个月工
资近4000元。

2020年5月，他带着家人搬进
了易地搬迁安置点的新居。但某色
拉博说，自己的事业还在“悬崖
村”。自从建成了钢铁“天梯”，慕名
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春节期间，
也有不少人要专门来体验“天梯”。
村里还有乡亲们开办的民宿，不少

“留守青年”期待未来能靠旅游挣
钱。“今年6月，从山下通到营地的公
路就修好了，我想带更多人去‘悬崖
村’看看。”某色拉博说。图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拍摄的易地扶贫搬迁点。 新华社发

医生司道远（左）在吉林省通化市医护人员驻地
与在长春市家中的妻儿“比心”。

最高检：

坚决遏制
各种涉疫苗犯罪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记者刘硕 陈菲）
新冠肺炎疫苗上市接种初期，个别不法分子利欲熏
心，通过制假售假、高价倒卖和违反国家规定非法
经营、擅自进行群体性接种等手段牟取暴利，严重
扰乱防疫秩序、危害公共卫生安全。

最高检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针对涉新冠疫
苗犯罪，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迅速行动，坚决予以打
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及时依法逮捕、起诉。截
至2021年2月10日，全国检察机关共在21起案件
中依法批准逮捕70名犯罪嫌疑人。

最高检日前发布的4起依法严惩涉新冠疫苗
犯罪典型案例中，披露了一些触目惊心的细节，包
括用生理盐水制假、收钱揽客参与紧急接种等。

2020年8月，孔某、乔某产生制造假新冠疫
苗并销售牟利的想法，并通过互联网查找、了解
了真品疫苗的针剂样式和包装样式。随后，二人
购买预灌封注射器，在酒店房间和租住房内，用
生理盐水制造假新冠疫苗。

2020年11月，孔某等人被抓获。公安机关
初步查明，孔某、乔某等人制造并销售假新冠疫
苗约5.8万支，获利约1800万元。2020年12月
25日，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孔某、乔
某等人批准逮捕。

此次发布的另外几起典型案例显示，假疫苗
流入社会后，有不法分子高价对外销售，并委托乡
村医生在住处、汽车内为购买者接种。还有不法分
子高价安排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到医院参与到紧急
接种计划中，甚至通过微信群对外发布广告招揽客
源，伪造企业员工证明、出国务工证明和机票行程
单等全套接种证明文件，并收取高额费用。甚至有
不法分子将假疫苗走私至境外，败坏国家形象。

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继续发挥介入侦
查、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职能作用，坚决遏制
各种涉疫苗的犯罪活动，为全国的疫情防控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

春节假期，北京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不少新功能随之亮相。数字人民币
红包为在京“就地过年”的人们提供了支付新体
验，吸引中签者线上线下踊跃尝试。

线下支付便捷高效
“硬钱包”功能亮相

2月12日下午，记者来到王府井实地体验了
数字人民币线下消费。在王府井工美大厦一层
冬奥特许商品售卖区，记者选购了一款售价400
多元的商品。通过此前下载的数字人民币
App，记者将二维码出示给商家，扫码枪一扫，
200元的数字人民币红包便完成了支付。随后，
记者又用现金支付了余下款项。

北京市于春节前夕启动了“数字王府井 冰雪
购物节”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活动，面向在京个人
以“摇号抽签”的形式发放5万份数字人民币红包，
每份金额200元。活动共吸引252万人参与抽签。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中，中国银行、中国
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了新探索——数字人
民币可视卡“硬钱包”。

12日下午，年过六旬的北京市民陈跃进走进
王府井吴裕泰茶庄，他掏出一张卡片，在店铺里的

“健康宝”设备上一扫，就完成健康状态查询和登
记。接着，他又使用这张卡对所购商品进行付款，
卡上的水墨屏窗口随即显示出交易金额和余额。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数字
人民币无源可视卡“硬钱包”尚处于受邀办理体
验阶段。

数字人民币与现钞双向兑换
ATM机随心存取款

记者在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中国工商银行新
东安支行看到，多台ATM机都贴有“数字人民
币”的红色标识。该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几
台ATM机均上线了数字人民币存取现功能。

记者看到，ATM机可选择将数字人民币兑
回现钞，通过工行手机银行App扫描ATM机
屏幕的二维码，输入取现金额，便可取出现钞。
当然，除了取现之外，ATM机还可将现钞存入
数字人民币钱包，双向兑换较为便捷。

数字人民币在流通过程中，需要各方共同推
进。多地的试点活动可以看到，工、农、中、建、
交、邮储6家银行深度参与。

不过，使用数字人民币红包不用绑定任何一
张银行卡，即便没有银行账户也能通过数字人民
币支付，这极大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据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记者王晓洁 吴雨）

春节假期，北京举办数字人民币
红包试点活动

这种钱怎么花？

市民在展示数字人民币无源可视卡。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在海上钻井平台过年的中国石化海洋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勘探三号”平台经理史吉辉（左）与上海家中的妻儿。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集团三矿区矿工陈林（左）在
矿井下向远在四川的家人“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