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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大 代 表 风 采

谈到脱贫，年近50的余留芬总是精神抖擞，言语间透出
别样的坚毅与执着。“在脱贫一线，党员干部要带头引领，用
实际行动竖起一杆旗帜，才能带动百姓跟着干。”她说，脱贫
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困难越多，就越要有解决困难的爆
发力，这样战胜困难的潜力也更大。

地处贵州高寒山区的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是余留芬生
活和工作的地方，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她，一干就是17年。
尽管是外嫁进村的媳妇，余留芬却不甘落后，始终在与贫困

“较劲”。
寒来暑往十余载，在山石遍布、土壤贫瘠的乌蒙山大山沟

里，凭着敢想敢干的勇气和智慧，从与村民一同开山凿石修路
到贷款集资办企业，“爱折腾”的余留芬一直带领村民“拼命”
地与贫困决战，将困守几代人的极贫村彻底换了个模样。

10多年前这里到底有多穷？“客人来了，家里连杯可以
喝的白开水都没有。”余留芬说。

村里更是“一穷二白”：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村集体
经济为零。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三分之一的村民挣
扎在“温饱线”上。

“一年种的不够半年吃，进、出村连路都没有，生活太艰
难。”回忆过去，余留芬仍感慨。生活的艰辛让她害怕，但并
未压倒她，她决心换个活法。

靠着勤快、灵活，余留芬在家附近的煤矿开超市、开饭
馆……在别人眼里是“小女人瞎折腾”，她却慢慢攒了钱重
新修了房子，自家日子渐渐好起来。

对泼辣、能干的余留芬，不少人竖起了大拇指。大伙儿
羡慕她，也信任她，能不能带着大家一起干？2001年，不到
31岁的余留芬“扛起”岩博村村支书的担子，她暗自发誓“一
定要干出个名堂来”。

边远山区，路是脱贫致富的关键。上任才几天的余留芬
决定先修路。白天，她像个男人一样与村民们在工地上，拿
钢钎、抡大锤、搬石头，晚上为了协调修路占地的问题，挨家
挨户给群众做工作。

因过度劳累，余留芬曾昏迷在工地上，甚至有一次因意
外摔下陡坡导致腰椎粉碎性骨折。可即使在病床上，她依旧
召开村委会，并不断压缩休养时间。不少村民称她为“拼命
支书”。

“拼命支书”拼的不仅是命，还“拼钱”。修路缺钱，她仅

有的4万元全部投进去。为了让村集体壮大，她以个人名义
贷款10多万元买下一片山林交给集体经营，独自承担风险。

如今的岩博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集体资产达
到6200万元，人均纯收入15457元，拥有大小车辆160多
辆；村民组入户道路全部硬化，家家住上漂亮楼房，森林覆盖
率达70％。

“岩博村的今天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尤其是有一个得力
的党支部，有党的好政策，大家群策群力，用共同的智慧与辛
劳换来好生活。”谈到村支部，余留芬自豪地说，村支两委作
为党最基层的组织，必须用好人，带好头，这才是最大的生产
力。

继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之后，余留芬今年再次当选
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在她眼里，基层党员干部的本职工作就
是密切联系群众，做党的政策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尤其是在
全国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让群众共享脱贫“红利”，“一
个都不能少”。 （新华社贵阳10月10日电）

“乌蒙腊梅”余留芬：

带头与贫困“较劲”的“拼命支书”
新华社记者 骆飞

中等个，双颊微陷，腰里系着一条黑色护腰，8日，记者见
到蒋乙嘉时，他刚出院不久还处于恢复状态。两周前，他在
天津出差时腰伤旧疾复发，疼得一下子瘫倒在地动弹不了。

在医院治疗几天后，不顾家人劝阻，他又匆匆赶回了挂
念的村庄：“园区的蜜蜂正在繁殖期，合作社种的大米要找买
家，村里一大堆事儿等着。”

地处四川东部的蓬溪县拱市村，是党的十九大代表、拱
市联村党委书记蒋乙嘉牵挂的地方，也是他的故乡。走进初
秋的拱市村，青山环绕、花果飘香，条条水泥路蜿蜒在山间，
水渠在田间纵横交错，一座座别致的农家新院，连着一片片
绿意浸染的产业园，宛若世外桃源。

在蓬溪，这位村党委书记家喻户晓，他带着千万元积蓄
回乡扶贫的故事被村民们津津乐道：20岁参军离开家乡，
40岁退伍复员，投身商海，成为身家千万的企业家，49岁回
乡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一干就是十年……

和许多山里娃一样，蒋乙嘉最初的梦想是走出这片穷山
沟。那些年，拱市村太穷了，十年九旱，人均可耕地面积不足
一亩。直到本世纪初，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元。蒋乙
嘉兄妹8人，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四，被喊作“蒋四娃”。在他
记忆中，小时家里的日子很不好过，常靠亲戚借粮接济，过年
才能吃上一顿白米饭。

尝过苦日子的蒋乙嘉深知农民的艰辛。2006年夏天，
当他返乡探亲，看到缺水的农田裂出一道道拳头宽的口子，

乡亲们依旧过着靠天吃饭、肩挑背扛的日子时，就再也坐不
住了。他决定：要回来！

2007年，蒋乙嘉把北京的公司交给妻子打理后，作为遂
宁市“农村优秀人才回引”工程中的一员，回到了故乡。从最
初县委任命的拱市村第一书记，到后来全村党员全票选举的
拱市村村支书，再到拱市联村党委书记，十年里，他带领村民
修路、治水、调产业结构、建新村，拱市村从蓬溪县贫困村一
跃成为全县首批小康村、四川百强名村。

聊起村里的“致富经”，村民们口中会蹦出一些时髦词
“高品质农产品”“鸡蛋理论”“三驾马车”，但他们说的更多
的，是“蒋四哥”。

凭着多年的生意头脑和胆识，蒋乙嘉盘活土地资源，大
做“三农”文章。他带领村民利用村里70％的撂荒地整合出
2200亩集中连片产业区，根据村里地形特征搞立体化种
植。在山坡、山顶种优质核桃，在半山腰栽经济果林，堰塘及
低洼地带种水稻、套养绿色水产，还通过建蜂蜜生态科技园
等吸引种植养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投资。

蒋乙嘉说，村里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种植养殖业结
构的同时，乡村旅游、文化产业也逐步跟进，建佛莲博物馆、
举办佛莲艺术节。这样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不仅能降
低风险，还能形成互补优势。

多项产业齐头并进，实现了全村人共同富裕。2016年，
拱市村人均年纯收入实现1.36万元。村民唐才云是村里生

猪养殖户，他说，过去全家5口一年才收入1万多元，如今收
入有十几万元，家里新盖了小洋楼，还买了小汽车。

在老村支书朱忠华看来，“蒋四娃”之所以能带着大伙
脱贫致富，靠的是他身上的那股犟劲，“别看四娃平时乐呵
呵的，但遇到困难他不服输，总是一个人扛。”

正是这股如牛的倔犟，支撑他度过了最初村民“有了
钱，图出名”的质疑、亲人们对他花光2000多万积蓄用于家
乡建设不解。对误解，蒋乙嘉不多做解释，挖渠、种树、修
路，他处处冲在前面，曾病倒在修路工地上，最终用实干和
真心，换来了村民的信任与亲人的支持。

蒋乙嘉坦言，也受过很多委屈，哭过，但对“返乡扶贫”
的决定从未后悔过，那是他年少离家时埋下的心愿：“有一
天过好了，有条件了，要回来改变家乡”。支撑他一路走下
来的，是心中的信念：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只要自己的心
不冷，乡亲们的心就不会冷。

提起丈夫，妻子杨扉婷满是心疼：老蒋身体不太好，有
心脏病、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他随身携带的小挎包里常年
装着速效救心丸、治腰疼的药。今年腰伤都犯三次了，劝他
做手术，他却总说没时间。

拱市村富了，村民们腰包鼓了，蒋乙嘉却比以前更忙
了。周边几个村的干部找到蒋乙嘉，希望拱市村能把他们
村带起来。在蓬溪县委支持下，2015年拱市村与周边5个
村合并建立了拱市联村党委，不断培育壮大拱市联村产业，

建成三七药材种植基地、亚洲最大的千叶佛莲种植基地。蒋
乙嘉忙着跑项目，筹资金，卖产品，他总是感叹“时间不够
用”。杨扉婷有个本子，夹着一沓厚厚的车票和机票，那是丈
夫这些年的出差“记录”。

前不久，蒋乙嘉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他坦言，感到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他这辈子都会守在拱市村，他毕生心愿是实
现对村民的承诺——“让乡亲们过上城里人羡慕的生活”，这
也是他返乡的梦想追求。

已近花甲之年的蒋乙嘉说，他最满足的就是不管走到哪
儿，乡亲们都能笑着喊他一声“蒋四哥”。

（新华社成都10月10日电）

蒋乙嘉：

让乡亲们过上城里人羡慕的生活
新华社记者 吴晓颖 吴文诩

这是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中砥砺奋进的
5年——

5564万人口脱贫、年均经济增速超过7％、
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中
国发展新飞跃惊艳世界。

这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引领发展新方向的中
国启示——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是对
中国发展实践的科学指引，也为破解世界发展
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历史新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扭住发展
这个第一要务，着力提升发展质量
和效益，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
现历史性变革

巍巍太行山深处，河北邢台浆水镇前南峪
村被誉为“太行山上最绿的地方”。

50年前的荒山秃岭，如今“树在林中、人在
绿中”。金秋9月，千亩板栗树枝繁叶茂，乌克
兰樱桃、美国凯特杏、澳洲秋红油桃……一道道
山沟里果香四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了50年村支
书的郭成志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村上下对这
句话深有感触。经历了由荒到绿、由绿到富、由

富变美，如今前南峪人正齐心协力发展观光农
业、生态旅游，还在建5A旅游景区，村庄更美
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前南峪村的发展轨迹，正是中国农村在新
发展理念指引下走向富足的一个缩影。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
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建党95周年的历史节
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

这是攻城拔寨、奋力跃升的5年——
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扶贫

开发工作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贫困
地区和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
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我们党作出庄严
承诺。

从太行深处到大别山区，从陇中定西到吕
梁山区……5年来，我国贫困发生率从10.2％降
至4.5％，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的国家。

这是主动求变、转型升级的5年——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在主动求新求变中，经济社会发
展不断实现新的跃升。

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一带
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
战略”顺利实施，东中西几大板块统筹推进，转
型升级新动能不断涌现……经济发展更具可持
续性。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7年高于城镇居
民，着力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环境、食品安
全、住房、养老等突出问题……百姓获得感不
断增强。

这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分量越来越重的
5年——

中国经济年均增速7.2％、通胀率2％、调查
失业率5％左右，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秀；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
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

“去年全球经济增长35％的贡献来自中

国，未来中国依然会保持高额的贡献，这是非常
伟大的成就。”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
娜·格奥尔基耶娃的话，透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
展满满的期待。

历史昭示未来，梦想铸就辉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

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
话，引起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共鸣，也让全世界读
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

5年逐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决胜可期；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尤须奋勇前行。

发展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发展理念，
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

传统产业退，高技术产业进。
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正在进行新的“创业”——打造杭州东部
的医药港小镇、国际科创小镇、大创小镇……

“创新是这场转型最强的核心动力。”杭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陈其松说，过
去，开发区招商引资的重点是电子、轻工等出口
加工制造业，现在转向了信息、装备制造、生物
医药、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产业。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进退转型，折射中
国经济正在经历的深刻嬗变。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第一大增长
引擎……改革开放39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发展奇迹，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从内部要素看，经济增速从两位数高速增
长逐步回落，传统产业结构面临冲击，劳动力、
能源、土地、市场等资源禀赋发生重大变化，人
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亟待满足。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格
局持续调整，发达国家采取“再工业化”战略，中

国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优势逐渐削弱。
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发展增速？中国工业如

何突围攻克“有制造没智造”顽疾？中国能否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怎样
兼得？……

这是时代之问，是世界之问，也是摆在中国
共产党人面前的新课题。

站在时代的节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深刻洞察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做
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

在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大逻辑下，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

以创新发展点燃发展动力，以协调发展治
理区域失衡，以绿色发展和谐人与自然，以开放
发展经略内外联动，以共享发展促进公平正义。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选择发展道路和谋
划发展战略的进程，就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发展实践，不断创新发展理念的历程。”清
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每一次发展
理念的重大转变，都将为中国开启更高的发展
阶段。

逐梦新征程

经验启示未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
国航船必将驶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多中国贡献

今年夏天，尼日利亚副总统办公室特别助
理欧姆勒圆满结束在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
学院为期一年的学习。

“中国的发展秘诀值得学习！”去年9月，包
括欧姆勒在内27个国家的49名学员成为该学
院首期班学员。汲取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是
他们留学中国的共同心愿。

为何世界形势跌宕起伏，中国仍风景独
好？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探寻中国发展秘笈，
破解自身发展难题。

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
学院院长林毅夫说：“中国的发展给其他南南合
作国家带来发展的窗口机遇期，最重要的是带
来了思路：怎样结合自己的优势来发展经济，务
实地发展、务实地转型。”

理念指引方向，行动启示未来。
——践行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这个出发点。
近日，天津市一条干部调整消息，在当地干部

群众中引来热议：因对中央环保督察意见整改不
力，天津市东丽区、津南区两名副区长被免职。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福祉。铁腕治污，
是生态文明建设自上而下的自觉行动，彰显人
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十九大代
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说，中国新
发展理念的灵魂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人
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集中体现了“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
执政理念。

——践行新发展理念，必须依靠全面深化
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集中裁定受理一
批“僵尸企业”破产和强制清算案，104家“僵尸
企业”宣告“死亡”。

“这些‘僵尸企业’多成立于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沉疴多年、积重难返。快速出清有利于调
整优化企业结构和社会资源配置，减轻政府财
政负担，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广州市国资
委产权处处长罗子章说。

推石上山，不进则退。转型关键期，唯有全
面深化改革，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才能推动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践行新发展理念，必须把发展基点放
在创新上。

“企业要想做好，就要时刻保持对大势的洞
察，最关键的是要靠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浪
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说。他掌舵的企业正是通
过创新成为中国第一、全球前四的服务器厂商。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
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是中国共
产党面向未来的发展宣言。

时代激荡，风云际会。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中国迎来复兴路上

的重要节点。
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正带领亿万人民迎难而上、奋力攻
坚，在新理念引领的发展道路上昂首阔步，迈向
更加壮阔的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新理念引领发展新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系列述评之二

新华社记者 韩洁 安蓓 陈炜伟 林晖

余留芬（左）在岩博村的韭菜地里与村民交流明年的种
植计划（10月9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在四川蓬溪县拱市村，蒋乙嘉（中）在为村民讲解千叶佛
莲的生长习性（5月9日摄）。 新华社发（蒋东宏 摄）

变革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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