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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农历牛年春节，对中
国和世界都有着特殊意义。新
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与人的交
往方式，也更新了中国与世界
的过年姿势。人们身在四海，聚
在“云端”，以新潮、特殊的方式
共庆春节；载着收获，怀着期
许，借中国“牛”吉利、红火、活
力的美好寓意，祈愿新一年经
济“牛”起来，生活犇起来，家国
更美好。 （A3版）

让世界拥抱中国“牛”活力

越是艰难时期，越能彰显
道德引领的强大力量。在这场
全国性的“疫情大考”面前，这
些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率先垂
范，积极行动。一个个感人的
善举，一幕幕暖心的瞬间，道
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用自己的
责任与担当，汇聚起了强大的
正能量。 （B3版）

他们，温暖着我们的城市

今年春节，一批深藏在博物
馆里的文物突然“火”了，也让许
多博物馆的门票“一票难求”。与
此同时，云观展、在线直播等新
玩法，又将文物送上了“云端”，
让更多无法亲临现场的人，不
出家门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美
好与乐趣。博物馆里寻味一个
中国年，俨然成为了一种新年
俗并不断演变。 （A4版）

博物馆里寻味一个中国年

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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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永
恒丰碑——

千百年来肆虐的绝对贫困，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历史性地
得到解决。

这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伟大
传奇——

8年，近1亿人脱贫，世界上
再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
时间做到。

战地黄花分外香。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以“一个都
不能少”的铮铮誓言，以“不破楼
兰终不还”的铁血壮志，打赢脱贫
攻坚战，实现历史性跨越，开启了
向着更高目标进发的新征程。

高瞻远瞩的战略擘画——

脱贫攻坚伟大决战中，习近平总书
记以宽广历史视野和深厚人民情
怀，勇担使命，掌舵领航，挂帅出征

贵州黔西县化屋村，大山深
处春意浓。

这座苗族村寨群山阻隔、险流
环绕，贫困发生率曾高达63.6%，
近年来通过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和
旅游业，实现贫困人口清零。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专程到这里考察脱贫后的情况。

村民赵玉学一家4年前通过
易地扶贫搬迁住进二层小楼。赵
玉学告诉总书记，现在夫妻二人
在外地打工，一年收入4万多元，
3个孩子的学费和食宿费全免。总
书记笑着说：“祝你们今后的日子
过得更加幸福、更加甜美！”

一句祝福，满是牵挂，饱含

希望。
在泱泱大国领航者心中，“人

民”二字的分量永远最重。习近平
总书记曾坦露心迹：“他们的生活
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
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扶
贫始终是习近平同志工作的一个
重要内容，花的精力最多。

基层工作期间，在陕北梁家
河，他最大心愿是让乡亲们饱餐
一顿肉；在河北正定，他甘冒风险
也要摘掉“高产穷县”帽子；在福
建宁德，他探索“弱鸟先飞”的脱
贫路。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
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宏伟目标。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
平同志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掷地
有声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一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
的身影出现在太行山深处。

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是当
地有名的特困村，608口人中428
人属贫困人口，这里的贫困状况
令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揪心。

总书记在考察中说：“做好扶
贫开发工作，支持困难群众脱贫
致富，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是我
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
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也是党和政
府的重大职责。”

摆脱贫困，这是为人民谋幸
福的职责使命——

2018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四川凉山。在三河村，总书记

同村民代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围坐在村民节列俄阿木家的火塘
边，敞开心扉交流。

节列俄阿木的女儿热烈日
作，刚从成都一所职校毕业。说起
自己的读书经历，她几度哽咽。她
说，村里的小孩以前没书读，“如
果不是党的关怀，我和弟弟也没
法上学念书，更不用说去成都读
书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我
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为民族
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让
人民群众脱贫致富是共产党人始
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共产党给老百姓的承诺，
一定要兑现！”总书记语重心长
地说。

为了这个承诺，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不停歇的
脚步丈量着贫困角落，走遍14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考察调研了
20多个贫困村，访贫问苦的每个
细节都融入“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的使命情怀。

为了这个承诺，脱贫攻坚的
每个重要节点和重大关头，总书
记都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
战，召开7次脱贫攻坚座谈会，多
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脱贫攻
坚工作，每年在全国两会同代表
委员共商脱贫攻坚大计。

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个拥有
90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为了亿
万人民的幸福，向着消除绝对贫
困的目标发起总攻。

初心决定使命，历史昭示方向。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

精准脱贫列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攻坚战
之一。

当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面小康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
键取决于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

一诺千金，彰显对历史负责
的勇气担当——

独龙族，我国人口较少民族
之一，主要聚居在云南贡山县独
龙江乡，曾世代贫穷。

41岁的龙元村村民和晓永年
少时跑过马帮。1999年乡里修通
简易公路，他买来拖拉机跑运输。
2014年，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
道贯通，吸引来游客，和晓永转行
做起民宿生意。

2015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云南昆明会见独龙族群众代表
时强调，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
都不能少。

2019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
给独龙江乡群众回信，祝贺独龙
族实现整族脱贫。

如今，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
已全部整族脱贫，实现千年跨越。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战略高度，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行进坐标中，全面小康是

“关键一步”，消除绝对贫困则是迈
好“关键一步”的“关键一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到
时候，宣布了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可还有那么多群众生活在贫
困线下。”

面对农村贫困人口这一最突
出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
了底线任务：到2020年，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
整体贫困。

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实
现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场
伟大事业注定充满艰难险阻。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

必须啃下，无论这场攻坚战有多
难打都必须打赢”，习近平总书记
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号令。

决战决胜，需要超常规力度
的决策部署——

56万！这是我国贫困人口最
多的县，云南省镇雄县的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总数。

85年前，红军在这里打响乌
蒙山回旋战，彻底摆脱敌人的围
追堵截，走向胜途。

今天，镇雄干部群众坚守脱
贫攻坚战场，2300多名干部驻村
作战督战，超过1万名干部开展
结对帮扶，中央和云南省累计投
入项目资金317亿元，最终取得
反贫困的胜利。

非常目标，必有非常举措。聚
焦革命老区，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攻克深度贫困，实
施挂牌督战……脱贫攻坚每到关
键时刻、遇到关键问题，习近平总
书记都及时作出重大部署，提出
明确要求。

这是举全国之力展开的一场
国家行动：

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东部9
个省、14个市结对帮扶中西部14
个省区市，全国支援西藏和新疆，
东部343个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
中西部573个贫困县开展携手奔
小康行动； (下转A2版)

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决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纪实

2009年4月，19岁的李祚遭
遇车祸导致颈椎粉碎性骨折而高
位截瘫，成为一名重症残疾人。她
的养父母李有华夫妇毅然担起了
照顾她生活起居、带她四处求医、
帮她康复重燃生活希望的重担。
2009 年至今，曾被医生诊断为

“只能躺在床上一辈子”的李祚，
在李有华夫妇的悉心照料下不仅
坐了起来，还开了微店、成了家，
并经常参与公益活动，用爱心温
暖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31年来，李有华夫妇用无私大
爱演绎着不抛弃不放弃的感人故
事，继2019年获得全国“最美家庭”
后，2020年12月28日，李有华家庭
被授予“四川省文明家庭”称号。

31年前，李有华和妻子在宜
宾合江门附近发现一名弃婴，随即
报警。由于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暂
时没有线索，相关部门建议夫妻二
人先将孩子抱回家中暂时代养，等
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后再处理。

从那以后，李有华夫妇一边耐
心等待能联系上孩子的亲生父母，
一边细心照料着这个孩子。“当时我
们家虽不富裕，但一家人日子过得
很幸福，这个孩子的到来给我们家
增添了许多欢乐。”李有华说，由于
等待了很久依然没有关于这个孩
子亲生父母的消息，他和妻子商量
后决定办理手续收养这个孩子，并
为她起名为“祚”，希望她“有福”。

一年又一年，李祚在李有华
夫妇的细心照顾下，幸福快乐地

成长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9年

4月的那场车祸，使她成为一个重
症残疾人，从此无法像正常人一
样生活。

“刚从医院回家那会儿，除了
头，哪里都不能动，大小便失禁，
全身没有一点儿知觉。”突然就不
能动了，这对正值青春年少的李
祚来说，无疑是残酷的。

恰在此时，李祚在偶然间听
到了自己是收养而非父母亲生的
消息。在向李有华夫妇求证后，得
知真相的李祚备受打击，她对生
活失去了信心，变得忧虑而自卑。

这一切，李有华夫妇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他们坚定地告诉李
祚：“孩子，你虽然不是我们亲生
的，但在我们眼里有没有血缘关
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要胡
思乱想，你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我们决不会抛弃你、放弃你。”

李祚出了车祸后，李有华夫妇
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寸步不离。
由于李祚是高位截瘫，翻身、坐立、
穿衣、吃饭、上厕所、外出活动等她
都无法独立完成，李有华每天都要
抱起她几十次甚至更多。在李祚看
来，这个“抱”实在让她歉疚不已，
因为自己行动不便，父亲连续抱了
她12年，她在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都建立在父亲对她的“抱”之上。

在李祚没成家之前，为了照
顾好女儿，李有华白天守护在她
的身边，陪她治疗、为她按摩、监

督她按时服药；到了夜晚，细心的
李有华还随时留意着睡在隔壁房
间内的女儿的动静，关注她是否
需要喝水、上厕所。一有动静，李
有华就翻身起床，拿着水杯或者
便盆就直奔女儿的床边。

为了给李祚做康复治疗，收
入微薄的李有华夫妇带着她四处
求医，针灸、拔火罐、推拿……只
要听说能帮助李祚康复，夫妻二
人就立刻想办法带女儿去治疗。

“给女儿治病，花光了我们家的所
有积蓄，有时实在没钱了，就只能
去找亲戚朋友借。”在李有华夫妻
的精心照顾下，李祚的身体逐渐
康复，从头到脚渐渐地有了知觉，
最开始，手臂能抬起来了；后来，
脚趾能动一动了；再后来，她竟能
坐起来了——这对于当初被医生
诊断为“只能躺在床上一辈子”的
李祚来说，简直是奇迹了。

为了让李祚的生活更丰富一
些，李有华夫妇省吃俭用地给女儿
换了一部智能手机，并添置了电
脑。从此，李祚通过手机和电脑为
自己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

在网络上，李祚认识了一些身
有残疾却志向坚定的人。在朋友的
介绍下，李祚有了一份工作——做
网店销售客服。

命运的重负没有压垮李祚，
在李有华夫妇的鼓励下，在当地
各级各部门的关怀下，她笑对生
活。在熟悉了网店的销售业务后，
李祚又做起了微商，以此赚取生
活费为父母减轻生活负担。此外，
她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多次将
经营微商的收入捐赠给公益项

目，为各地需要帮助的残疾人捐
款捐物，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她
还积极地“走”出家门，加入了酒
都狮爱服务队、梦想星光残疾人
艺术团，用实际行动将爱传递给
更多需要温暖的人。

2017年11月，李祚通过网络
认识了残疾青年张辉强，两人相
惜相爱，结为夫妻。婚后，小夫妻
一边经营着网店，一边继续从事
公益事业，小两口相互鼓励，小日
子过得幸福温馨、有滋有味。

女儿成家后，有了女婿在一
旁帮衬，李有华和妻子照顾起女
儿也更轻松了，如今，看着女儿的
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且有了自己
的幸福生活，李有华夫妇很欣慰。

“希望她能够早日站起来，拥有幸
福生活。”李有华说道。

新华社北京
2月24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编辑的《毛
泽东邓小平江泽
民胡锦涛关于中
国共产党历史论
述摘编》一书，近
日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在全国
发行。

重视学习和
总结历史，善于
借鉴和运用历史
经验，是我们党
的优良传统。在
领导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过程
中，毛泽东同志、
邓小平同志、江
泽民同志、胡锦
涛同志围绕中国
共产党历史发表
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深刻阐释了
党在各个历史时
期的光辉历程、
理论成果、宝贵
经 验 和 伟 大 精
神。我们党即将
迎来百年华诞，
全党正在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这
本 书 的 出 版 发
行，对于我们学
习和了解党的历
史，从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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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述摘编》共计141段论述，
分别摘自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
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的讲
话、报告、谈话、批示和书信等重要
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
发表。

全国“最美家庭”、四川省文明家庭李有华一家用爱创造奇迹——

“只能躺在床上一辈子”的养女能够坐起来了
本报记者 漆世平

收养希望她“有福”

照顾希望她康复

欣慰希望她生活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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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有华夫妇与李祚夫妇合影李有华夫妇与李祚夫妇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