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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王宏甲著，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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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出版。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反映现实、观照现实的长篇报告文学，是来自八年脱
贫攻坚一线的乡村调研报告。笔墨述及内蒙古、新疆、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的
穷村或富村，以及湘西十八洞村……全书在关注全国脱贫攻坚大战场的同时，
着重追踪采访了贵州省贫困人口最多的毕节市和发达地区的山东省烟台市，
通过东西部两地党组织领导群众走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践，令
人信服地写出：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走向乡村振兴的必要举措。
本书以大历史观看近代以来的乡村问题，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

局看乡村振兴。

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的常识与经验
林玮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深情嘱托，生动阐明
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精准脱贫攻坚
战的内在逻辑，也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随着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中华民族千百
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历史性地得到解
决，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创造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奇迹，为
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国际社会
广泛赞誉。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中国
减贫领域的巨大成功是“当今世界上最美好的
故事”。为对外讲好中国推进脱贫攻坚的美好
故事，让世界读懂这一伟大实践，中国日报社近
年来在报网端微全平台策划推出了许多新闻产

品，实施了“百名摄影师聚焦脱贫攻坚”等项目。
今年，中国日报社继续发挥“百名摄影师聚

焦”品牌的优势和作用，通过广大摄影家朋友的镜
头，关注脱贫攻坚新进展，记录各地群众新生活，
多角度展示新时代中国的风貌。我们从浩如烟海
的摄影作品中精选了300余幅佳作，编成这本厚
重的画册，作为对中华民族奋斗史的一段记录，同
时也是对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一份献礼。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奔向

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宽广道路，
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在不断实现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同时，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新贡献。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人类反贫困历史的奇迹
周树春

《百名摄影师聚焦脱贫攻坚》，王浩主编，中国画报出
版社2020年10月出版。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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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河南实践》
魏剑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20年12月

12个脱贫故事
蔡家园

力津报 荐
《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

坚实录》，朱朝敏著，北京联合出
版有限公司2020年12月出版。

延安人民在党中央大力推行的“脱
贫攻坚”战役中，阔步走向小康生活。
他们大力退耕还林、绿化荒山，目前植
被覆盖率已经提高到81.3%。他们创
立的“ 塬苹果、沿黄红枣、河谷川道棚
栽、沟道养殖”的扶贫脱困产业模式，取
得了非常好的效益。本书立足于此，以
黄陵县索洛湾村为点，对延安的脱贫攻
坚战役，进行一个较深入的挖掘与报道。

塬台

本书将湖南扶贫置身于中国扶贫
的大历史、大时代和大地理背景中，以
扶贫人的人物性格、思想变化、扶贫故
事为叙事核心，用大量真实细节、田野
调查、口述史为叙事方法，勾勒群像，描
摹时代，歌颂英雄，接续历史和当下。
体现了“精准扶贫”的深刻内涵，写出了
共产党人在脱贫攻坚战中的雄心壮志、
开拓进取和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赤子
情怀，表达了人民对于改变贫穷面貌、
追求幸福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为讲好中
国扶贫故事、世界扶贫脱贫事业提供了
独到的样本和经验。

本书展示了河南省作为一个贫困
规模位居全国第三的农业大省、人口
大省，河南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大力弘扬焦裕
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和
大别山精神，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在脱
贫攻坚的一线无私奉献、扎实工作，以
及取得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工作成
效。全省53个贫困县全部脱贫，再到
9536个贫困村退出、现行标准下绝对
贫困人口清零，河南乡村发生了巨大
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美。

本书记录了在这场脱贫攻坚战
中，河南省各地积极探索出的很多典
型经验，为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增
添了动力、激发了活力，有效破解了各
类难题；还记录了在脱贫攻坚战进程
中，涌现的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
型，他们的事迹鼓舞着千万人在脱贫
攻坚伟大事业中作出贡献。

《耕梦索洛湾》
吴克敬著
作家出版社

2020年8月

《扶贫志》
卢一萍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年12月

悦分享 读

百里洲是长江的最大江心岛，因四面环水、交通
不便、信息闭塞，导致经济多年来发展缓慢，贫困人口
有6076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北省枝江市有上万
名扶贫干部投身百里洲的脱贫攻坚战，作者朱朝敏参
与其中，两年多的时间多次走访当地驻村干部、贫困
农户，真实记录鳏寡孤独、贫困独居者、留守儿童、困
难户、五保户、孤儿、有基础疾病者当下的生活原态，
记录他们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的悲辛欢愉，生动地反映
了这一弱势群体在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公里”的窘迫、
困惑以及对未来的思虑，呼吁社会不仅要关注贫困者
的“物质脱贫”“精神脱贫”，更要关注他们的“心理脱
贫”。同时，作者通过这部脱贫纪实，折射了中国脱贫
攻坚战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探讨了如何把握当下乡
村的问题症结，如何打好脱贫攻坚战等诸多难题，引
领读者对脱贫攻坚给予特别关注和深入思考。
《百里洲纪事》的出版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对于朱朝敏的个人写作而言，预示着新转折。
她过去的那些作品优美、精致、绵密、轻盈、缠绕，而这
部书显得质朴、细腻、温暖，充满了热气腾腾的生活质
感，也充满了直逼人心的力量。不仅是因为她选择了
纪实方式和重大题材，更重要的是，她在走向大地、与
生活对话中获得了启示；第二，对于当下脱贫攻坚书
写而言，这是一部独辟蹊径之作。与其说这里记录的
是12个扶贫故事，不如说是在讲述12个底层人、边
缘人的心灵外史。对宏大背景之下个体幽深心灵秘
密的生动揭示，是这本书独具风采之处。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阅读感受：传奇、诚实、拯救。
这是一部传奇之书。朱朝敏的大部分作品都没

有离开百里洲，集中书写精准扶贫背景下的边缘农
民的命运，充满了传奇色彩。
这是一部诚实之书。朱朝敏通过生动的故事、

鲜活的细节和细腻的笔触，书写了脱贫工作之难，农
民生活之艰，人的生存之苦。朱朝敏在书中反复谈
道，“那些身处生活低谷的人，不过是早先领受命运的
困厄再给我们这些幸运者提供生存之道。如此，我拿
笔记录时，记下的绝不是他人的故事，而是我自己的
命运”。这种同情心、同理心背后是难得的自省精神，
是巨大的悲悯，是真诚的爱意，具有直逼人心的力量。
这是一部拯救之书。12个故事，从不同角度刻画

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灵魂。这些“灵魂”具有双重性，一
方面像鲁迅先生说的某些劣根性能“引起疗救的注
意”，另一方面，他们身上的闪光具有疗救功能——疗
救当代病。这群被救助者身处社会底层，是弱者，经济
困顿，精神痛苦，但是，他们有爱，有尊严，还有梦想。
他们的命运就像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我们的生存；他们
并不屈服于命运，这才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对于“脱贫攻坚”这样一个庞大主题的认知和开

掘，我以为不仅只有人性的尺度和心理学的视角……作
为一个写作者，如何使自己的独特发现与时代本质或
主潮产生对话与共鸣，这是一个难题。可是，唯有如
此，我们的写作才会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强悍力量。

土瑶是中国瑶族一个独具特色的
支系，主要生活在广西贺州市平桂区大
桂山深处24条山冲中。土瑶历史悠久，
奇异的风俗和文化多不被外界所了
解。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其深度贫
困引起党中央和广西党政领导的深切
关怀，一场“向大山宣战”的土瑶精准脱
贫攻坚战随之在大桂山深处打响，并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书以小见大，
呈现了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时代背
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变迁和脱贫
攻坚给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所带来的深
刻变化，使读者感受到新时代国家的力
量、民族的精神、人民的奋斗。

《山那边，有光》
徐一洛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年12月

过去的八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始终是中华民
族迎向伟大复兴的核心要务。而今天，站在全面脱
贫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归纳经验，总结思想，将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这场人类发展史
上的伟大“战斗”，产生了一系列的模式、样本与范
例，但作为人类社会消除贫困的带有价值方向性与
理念制度性的实践活动，它还需要回到常识与经验
的“地面”，从基层探索出发，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
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走向乡村振兴》以清晰的立场和文学的表述，

将“摆脱贫困”的起点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
性相连，阐释了这种优越性在乡村大地上发扬光大
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在作家王宏甲笔下，乡村振兴
的基本“常识”就是“组织起来”。正是基于这一“常
识”，相当部分乡村快速有效地实现了全面脱贫。
他们的经验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在乡村实践中的深层逻辑，也将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加强党的领导让制度的优越性呈现出来

“加强党的领导”，看起来像一句常见的话。但在
乡村振兴之中，它是基石与底色。在书中，王宏甲讲
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故事：1985年6月，新华社记者向
中央报告了毕节的贫困：断炊或即将断炊者已不罕
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
仲勋批示中用了三个感叹号表示严重警告，明确指
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扎扎
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7月，胡锦涛调任贵
州省委书记，而在后来出版的《胡锦涛文选》中，第一
篇就是《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毕节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批
示中说，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习仲勋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他们看到的
都不是“马上开仓放粮”的“青天口号”，不是一时
之义愤或哀婉，而是“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
多做工作”，把扶贫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工
作，让优越性从工作中呈现出来。这种制度建设，
直到今年的一号文件中，仍以“五级书记，一抓到
底”的体制机制创新得到体现。这是“组织起来”
这一常识的第一条经验。

完善党的领导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
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讲话，题目就叫《组织起
来》。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主持召

开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不管怎么改，
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把人民群
众组织起来开展革命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
之的伟大传统。贵州塘约村因为建立了“村社一
体”的合作社，全村迅速脱贫致富，生动地体现了
“组织起来”的力量。穷到村集体一分钱都没有的
山东衣家村发明了“工票”，让几十个留守老人以劳
动力入股，领取“工票”，“日后有钱了兑现”，他们以
这种办法把村民组织起来，短短两三年，这个村就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组织起来”的背后，站着理性和立场，更站着

制度性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书中王宏甲直言“没
有左文学，就学不了塘约”是对“塘约经验”的误读。
因为脱贫攻坚不是某位基层干部的个人功绩，也不
是某个村寨孤立的经验与选择，而是富有系统性与
制度性的探索：不仅村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避
免农户单打独斗，上级党组织也应该把村庄组织起
来，避免一个村的单打独斗。就像贵州毕节鸭池镇
由“镇党委统领合作社”，承担前端的产业选择、技术
培训和后端的销售等等，并让村级合作社有完整的
管理和收益权；大方县成立县级合作联社，三级联
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这充分体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要
求——县委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

构建产业体系促乡村综合发展

乡村振兴不只是“农业”的振兴，它是依托土地
而实现的新生活样态的创造。旧有的农村生产方式
和生活，已经满足不了新一代农民对未来的向往，出
现了“空心村”这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遗留问
题。王宏甲写道，“村庄已罕见种地的青年农民”；在
村集体重新组织化之前，塘约村“1400个劳动力竟
有1100个外出打工，30%的土地撂荒”；内蒙古察右
后旗“总人口22万，有9万人在外打工”；甚至在福
建相对富裕的乡村，也人烟寥寥，满目荒芜。“城市”
被简单地视为“富裕”，“乡村”则约等于“贫穷”。
这种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极大地影响了农

民的自信，也使农业和农村长期处于产业链发展的
低端，缺乏重新组织起来的物质基础与条件。因
此，乡村必须有工业，依托特色资源，构建现代乡村
产业体系，在此基础上发展集体经济，这是走向乡
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召唤返乡青年要他们记住乡愁

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只靠留守的老人与儿童，

希望在青年身上。而无论因考学而“走出大山”的
高学历人才，还是出卖体力进城打工的青年，都难
免对“故土”有眷恋。王宏甲描述离乡的“北漂”或
“南漂”，“在黑夜中醒来，可能惊悚地感到，人身
即使有个租屋可住了，灵魂没地方住。”而这正是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乡愁”，也是他反复强调的“逆
城市化”现象。这种现象隐藏着乡村振兴的未
来——召唤青年返乡。一个人只有被他人真诚地
需要，他才不再是漂泊的“过客”，而是家园的主人。

这是需要组织的，毕节“把村里的团组织再建
起来”视为乡村“复活”的重要一步。在物质生活
层面，返乡也有诸多建设性的巨变。以医疗条件
为例，毕节在2020年为3704个行政村配备了超
过8000位经过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医护人员，把
贫困户中初中毕业生推送至卫生学校学医，并为
他们的返乡就业创造条件，这是一个重要经验。

重建人民自信要活出人的尊严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专家”遍地，“精
英”成群，更彰显出乡村的“贫瘠”。可乡村真的
“贫瘠”吗？对此，王宏甲动情地说：“多年来各种
‘精英’宣传，给我们的干部和农民头脑里覆盖着
怎样的印象？都说我们穷，所以引进外资。大资
本、大老板，各种专家教授，演艺明星都是厉害
的。农民是差的，最差的就是贫困户……还有‘专
家’把贫困农民称为‘无贡献率人口’。”

王宏甲重申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因为“脱离群众太久”，这一真理
也被遮蔽得太久。《走向乡村振兴》高度张扬“扶
志”：乡村缺的不是人以及人的“智”，而是一种精
神焕发的状态。这种状态是烟台衣家村83岁的
杨淑兰满脸皱纹说到“咱当社员”时的自豪感，是
毕节银川村22岁的村干部高丽胆怯又惊喜地主
持村民歌唱比赛，是“山河知道，庄稼知道”……这
种状态的理论基础就是资本靠雇佣无组织的孤独
劳动者而发达，“共产党人则是唤醒孤独的劳动
者，并使他们做自己的主人。”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说：“贫困
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
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王宏甲
的《走向乡村振兴》写了诸多正在中国广阔乡村中
发生的生动实践，基础则是一条常识和五条经
验。这常识与经验，共同的特征就是“党的领导”
和“人民力量”。

作者为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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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24日，贵州省毕
节市威宁彝族回
族苗族自治县石
门乡年丰村卫生
室，医务人员王
丽娟为乡亲们看
诊。这个卫生室
是威宁同济医院
驻石门乡年丰村
的帮扶点。年丰
村曾经是石门乡
的“极贫村”之
一，经过扶贫攻
坚，该村于2020
年脱贫。

摄影于文国

2018 年 11
月30日，航拍云
南省昆明市宜良
县“68 道 拐”。
“68 道拐”是宜
良县城通往靖安
哨村的盘山公
路。公路依山梁
而修建，蜿蜒曲
折，6.3千米的路
程共有68道弯。

摄影雷声

2019年 6月
2日，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凤凰县千工坪
镇胜花村，苗族妇
女切磋刺绣技
艺。该村是一个
移民村、苗族聚集
村，也是深度贫困
村，县政府开办了
苗绣技艺培训班，
让苗族妇女利用
空闲时间进行刺
绣，帮助群众脱贫
摘帽。

摄影蒋丽田

2016年 9月
23日，吉林省白
城市镇赉县，每个
村的淘宝“店小
二”欢聚一堂，庆
祝农村淘宝成立
一周年。在吉林
西部，电商走进村
屯给农民的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方
便，大到汽车、化
肥，小到香皂、牙
签，足不出户就可
以买到，农产品销
售也通过网络打
开了新局面。

摄影潘晟昱

2017年
10月15日，
山 西 省 怀
仁 市 一 家
陶瓷厂，女
工 托 起 刚
加 工 出 来
的碗坯。为
促 进 脱 贫
致富，当地
发 展 多 元
产业经济，
如 利 用 高
岭 土 资 源
建 立 陶 瓷
厂等。

摄影朱建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