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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全面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
理政突出位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独
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
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
多的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为脱贫攻坚提供了
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经过8年持续
奋斗，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
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
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书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伟大实践
中，涌现出一批政治坚定、表现突出、贡
献重大、精神感人的杰出典型。他们的
事迹，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集中体现
了中华民族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的传统
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诠释
了中国人民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精神
风貌，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

使命担当和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
深厚情怀，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为隆重表彰激励先进，大力弘扬
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脱贫攻坚精
神，充分激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干事
创业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汇聚
更强大的力量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
予毛相林等10名同志，河北省塞罕
坝机械林场等10个集体“全国脱贫
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为榜样，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
有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
攻坚决策部署，踊跃投身脱贫攻坚
战。各地区各部门尽锐出战、攻坚克
难，东部西部守望相助、鼎力协作，社
会各界协同发力、合力攻坚，广大党
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吃苦耐劳、自强不
息，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作
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实绩过
硬、事迹感人的先进典型。

为隆重表彰在脱贫攻坚历史进程
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在
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
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围，党中央、
国务院决定，授予康柏利等1981名同
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授
予北京首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
1501个集体“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
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不断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要向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

体学习。学习他们对党忠诚、信念坚
定的政治品格，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和忠实践行者；学习他们一心为民、奋
发有为的使命担当，坚持人民至上理
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
他们勤勉务实、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
恪尽职守、开拓进取，全力以赴干事创
业，用心用情用力为党和人民事业贡
献力量；学习他们甘于奉献、不怕牺牲
的崇高品格，时刻守初心、担使命，以
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旺盛的干
劲，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奋发
有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不懈努力，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篇章！

据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授予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决定

（2021年2月25日）

毛相林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
白晶莹（女，蒙古族）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人大常委会主任，

科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专项推进组组长、蒙古族刺绣协会会长
刘 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李 玉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
张小娟（女，藏族） 生前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扶贫办副主任
张桂梅（女，满族） 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

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
赵亚夫 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姜仕坤（苗族） 生前为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委书记
夏 森（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外事局研究员
黄文秀（女，壮族） 生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

新化镇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
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
中共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委员会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
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镇三河村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电工作部
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镇郝家桥村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
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名单
（20个）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

（2021年2月25日）

■ 新华社记者 邹伟 张晓松

2月25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灿若繁星的灯光下，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正在举行。

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
称号获得者一一颁授奖章、证书、奖牌。
“夏森，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外事局研究员。”
随着播报，工作人员推着坐在轮椅上、满头白发的夏森老人，来到主席台正

中，来到习近平总书记身旁。
大会开始前，夏森和其他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受邀在主席台就

座。此刻，习近平总书记为这位97岁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颁奖。
至高的礼遇，崇高的礼赞。
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俯下身，郑重地为老人佩挂奖章，整理绶带，

目光柔和而温暖。
夏森老人激动地要从轮椅上起身，总书记又一次俯身，微笑着轻抚老人肩头，

示意她安心坐好，将鲜红的荣誉证书送到她手中，并同她合影留念。老人饱经风霜
的脸上，写满激动和喜悦。她手捧证书，频频向台下挥手致意。

快门频频响起，定格下这历史一刻。热烈的掌声，在大礼堂久久回响。
14岁投身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夏森，1982年离休后仍心系贫困地区

教育事业，累计捐出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03.2万元，用于改善陕西省丹凤县、江
西省上犹县贫困乡村学校的教学条件，其中100万元设立“夏森助学金”，目前已资
助182名贫困大学生圆了“大学梦”。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在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涌现出
一大批像夏森这样政治坚定、表现突出、贡献重大、精神感人的杰出典型。在党
的领导下，他们倾情付出、无私奉献，和亿万人民一道，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脱贫攻
坚人间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话语，在群星璀璨的穹顶下久久回荡——
“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

大光荣!”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至高的礼遇崇高的礼赞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一幕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群像

左图习近平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夏森颁奖。 新华社发

■ 新华社记者

2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奋战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凡人英雄们，在这里

接受党和国家隆重表彰。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毛相林等10名同志，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等10个集体“全国脱贫攻坚
楷模”荣誉称号。

这是一群投身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脱贫攻
坚战的人，这是一群时刻将人民牢记在心头，倾力奉
献、苦干实干的人，这是一群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
给脱贫事业的人。

他们的奋斗改变无数人的命运，成就无数人的
幸福。

站在领奖台上的他们，璀璨若星。

以热血赴使命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的乐曲声中，白发

苍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外事局研究员夏森坐着轮
椅来到领奖台时，台下掌声雷动。她手捧大红证书，
向台下挥手微笑点头。此时，掌声再次响起，这是人
们对夏森老人最诚挚的敬意。

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十八
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身着崭新苗服的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施金通走上领奖台，代表全村接过“全国脱贫攻
坚楷模”奖牌时，他的脸上写满自豪。这种自豪，源
于十八洞村8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8年来，无论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大雪纷飞
的严冬，派驻十八洞村的扶贫干部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传递着接力棒，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勇气，带
领村民们一道修公路、治荒山、壮产业。

满山猕猴桃年年结硕果，农家乐时时佳客盈门，
蜂蜜、腊肉随着电商走向全国各地……贫困发生率
曾高达56.8%的十八洞村，村民人均收入从2013年
的1668元增至2020年的18369元。
“这次又见到总书记，我感到无比光荣的同时也觉得

有底气，因为十八洞村已经甩掉了‘穷帽子’！”施金通说。
心底无私天地宽，胸有群众真作为。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人大常委

会主任，科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专项推进组
组长、蒙古族刺绣协会会长白晶莹，和一批绣娘走进贫
困户家中，带动2.6万名妇女参与蒙古族刺绣产业；

80多岁高龄的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
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带着农民干、做
给农民看，村民人均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增长
到2020年的34000元。

此外，还有同样在脱贫攻坚战场奉献了青春热
血，但却无法亲临现场见证这一时刻的4位全国脱
贫攻坚楷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水
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刘虎，生前为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舟曲县扶贫办副主任的张小娟，生前为贵州
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委书记的姜仕坤
以及生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
业县新化镇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的黄文秀。

……
这是一部由奋斗者书写的脱贫史。8年来，全

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
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
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他们爬过最高的山，
走过最险的路，去过最偏远的村寨，住过最穷的人
家，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奋战在哪里。

漫天星斗，指引脱贫之路。福建省寿宁县下党

乡党委、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镇郝家桥村、青海省海
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这些获得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集体，曾经贫穷落后，在
扶贫干部与贫困群众苦干实干下，旧貌改换新颜。

以行动践诺言
迈着坚定的步子，精神抖擞地第一个接受表彰，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感慨
万千：“这份荣耀既至高无上，也让我倍感压力。”

在毛相林心中，这份沉甸甸的荣誉饱含全体村
民的汗水与泪水，弥足珍贵。

为打破世代闭塞于大山的宿命，他带领乡亲们
历时7年，在绝壁上凿出一条出山路；为拔掉穷根，他
倾尽15载光阴，带领村民种植瓜果，发展特色产业。

山乡巨变、山河锦绣。正是依靠发展，贫困根源
得以消除。

8年来，年过七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
学教授李玉走过山区、到过边陲，把“输血式”扶贫转变
为“造血式”帮扶。通过矢志不渝的努力，“小木耳”正
日益发展成“大产业”。

守护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
为了改善自然环境、修复生态，河北省塞罕坝机械

林场几代人咬定青山不放松。从最初顶风冒雪、忍饥
受冻在坝上造林，到后来锲而不舍改进造林机械、探索
培育适种苗木，最终将茫茫荒原变成百万亩林海。

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周边区域乡村游、农家
乐、土特产品加工等产业迅速发展，年社会总收入达6
亿多元，有力推动周边乡村脱贫致富。

千山万水，千家万户。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
成就的背后，汇聚了全国的大力支援。这是中国扶贫
的一大特色，更是助力贫困地区发展的不竭动力。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电工作部就是社会扶贫
力量中的优秀代表。其团队先后建成青藏、川藏等3
条“电力天路”，在世界屋脊织起一张坚强可靠的“民生
网”“幸福网”“光明网”。在发挥行业作用的同时，他们
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先后完成833个易地搬迁扶贫
点、4807个扶贫产业项目配套电网建设任务，保障搬
迁群众1.98万人安全稳定用电……

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
时空穿梭，80多年前，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华屋

村的17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临行前到岭上种下17
棵松树。在长征路上，他们全部壮烈牺牲。如今，这些
“信念树”已是枝繁叶茂。

“优良的红色基因，是我们脱贫攻坚的不竭动能。”江
西省瑞金市叶坪乡乡长朱胜江说。在脱贫攻坚战中，他
们创办领办致富带富项目124个，建立党员创业基地16
个，形成万亩蔬菜、万亩脐橙、万亩白莲、十万生猪、百万
蛋鸡的“五个万”产业扶贫基地，带动群众脱贫增收。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鲜艳的党旗始终在脱
贫攻坚主战场上高高飘扬，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

今年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镇三
河村第一书记李凯驻村的第四个年头，他参与和见证
了村子“面子”和“里子”的脱胎换骨，土坯房变成小洋
房，羊肠小道变成康庄大道。

在大别山区的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党总支书记
何家枝从强班子、带队伍着手，抓党建促脱贫，干群关
系更加紧密，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信仰之树常青，红色气质永存。
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张桂梅坐在轮椅上接过“全国脱
贫攻坚楷模”奖章和证书。她坚守教育报国初心，扎根贫
困地区40多年，立志用教育扶贫斩断贫困代际传递。

这位大山女孩的“妈妈”创办的免费女子高中，已
帮助1800余名大山里的女孩考上大学。

东西扶贫协作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
优势和制度优势。
“共产党真亲、黄河水真甜。”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永宁县委常委、闽宁镇党委书记张文说，这是当地群
众常说的一句话，在这背后是福建干部和宁夏干部齐
心协力，攻克贫困堡垒的成果。

曾经的移民村闽宁村已经升级为闽宁镇，昔日天
上无飞鸟、地下不长草、十里无人烟、风吹沙粒跑的“干
沙滩”，变成了现在绿树成荫、良田万顷、经济繁荣、百
姓富裕的“金沙滩”。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
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接
续奋斗，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上接第1版）
“十三五”以来，我市累计投入财政

帮扶资金124亿元；社会各界累计向受
援地区捐款捐物总额近10亿元，民生
改善投入达90%以上；共选派干部人才
6761名，为受援地区提供了坚强人才
保障和智力支持；累计组织购买和帮助

销售贫困地区产品超30亿元。以强烈
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举全市之力切
实履行帮扶责任，助推甘肃省、承德市、
新疆和田、西藏昌都、青海黄南等地区
剩余贫困人口、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为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作出天津贡献。

我市23名个人和18个集体
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称号

待到胜利时 替女儿戴上大红花
拼版照片：上图为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在

表彰大会上；下图为黄文秀生前工作照（资料
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