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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谈扶贫第一书记谈扶贫

全党上下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这是对全党进行的一次思想洗礼，是
进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全党的重要措施。通过学习，对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本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以八个“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全面总结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
斗的光辉历程、伟大贡献和历史启示，深刻阐述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方面要
求，对全党在新的历史起点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行动指南。“不忘初
心”从此开始成为流行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报告中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
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
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在
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
下诞生的。“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
倾”。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丧权辱国、列强
环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孙中山领导的辛
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但革命的成
果却被袁世凯及后来的北洋政府所窃取，中国
亡国灭种的危机依然深重。1918 年，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段褀瑞的北洋政府加入对德宣战，本
来是战胜的一方，但 1919 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却把

德国在山东的权力交给了日本，由此引发了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从此中国开始了以推翻“三
座大山”为革命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解决中国民族危机的
希望，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一结合就造就了中国共产
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所以，中国共产党
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
中国人民从灾难深重的境地中解放出来，这就是
最初的任务。所以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戮力同心，接续奋斗，终于实现了中国
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今天，我们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
我们更要守初心担使命，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到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去。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做合格的共产党人
陈晓华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
容，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
坚持的重要遵循。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必须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要求，在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上不断取得新成效。

增强乡村发展动力。实现乡村
振兴，必须增强乡村发展动力，使
乡村具有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人
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增强乡
村发展动力，关键是抓好乡村人才
队伍建设。应着力培养本土人才，
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积极营造良好环
境，制定出台有利政策措施，鼓励
外出能人返乡创业，发挥好新乡贤
的作用；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
层，努力形成大学生“愿意来、留
得住”的长效机制。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城乡
协调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目标。为此，需要建立城乡之间
要素合理流动的长效机制，引导城
镇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流
向乡村，助力乡村振兴。处理好乡
村振兴中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顶
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的关系，注
重规划先行、因势利导，分类施
策、突出重点，更好激发农村内部
发展活力，优化农村外部发展环
境。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统
筹谋划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
党的建设，注重协同性、关联性，
整体部署，协调推进。

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绿色发展，是
实现乡村振兴面临的紧迫任务。应
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着力发展
生态农业、乡村旅游业等，努力实
现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有机统一。提倡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
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进一步加强

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实施
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抓好农村“厕所革命”，进一步
完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

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开放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促进乡村振
兴，要有开放的胸襟和国际视野，
绝不能闭门造车。我国国土辽阔，
许多地方拥有独特的土壤气候条
件。对外开放既有利于发挥我国资
源多样的优势，发展在世界上有比
较优势的乡村产业；又有利于充分
吸收借鉴国外乡村发展经验，增强
自身发展实力。应积极参与全球粮
农治理，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
参与国家的合作，积极支持有条件
的农业企业走出去。扩大农业对外
开放，促进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广大人
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根本目的。应始终坚持共同富
裕这个大方向，统筹推进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让全体人民朝着共同
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同时也应认识
到，共享是一个渐进过程，要坚持
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
渐进共享，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逐步提升共享水平。

为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提 供 坚 强 保
证 。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新 发 展 理 念 ，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应坚
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强化
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领
导能力和水平，为实现乡村振兴
提供坚强保证。强化地方各级党
委和政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的主体责任，推动各级干部主动
担当作为。坚持乡村振兴重大事
项、重要问题、重要工作由党组
织讨论决定的机制，落实党政一
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
乡村振兴的工作要求。努力培养一
支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三农”工作队伍，把最优秀和最
有经验的干部派到一线，带领群众
投身乡村振兴伟大事业。

（转载《人民日报》）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
宋圭武

读史鉴今

东汉安帝永初年间，素享“关
西孔子”之美誉的杨震由荆州刺史
调任东莱太守。当他前往东莱郡治
黄县上任，途经昌邑县时，昌邑县
令正是他以前举荐的“荆州茂才”
王密。王密为了酬谢杨震当年的知
遇之恩，特于夜深人静之时怀揣十
斤黄金奉送给杨震。杨震见金大吃
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举荐的
人竟会这样，沉痛地对王密说：

“作为老朋友，我一向自以为了解
你，你却不了解我，这是怎么一回
事啊？”王密以为恩师是怕被人知
道而毁坏名誉，故恳切地劝说杨
震：“现在已是深夜，不会有人知
道 这 件 事 的 ， 您 就 请 放 心 收 下
吧。”杨震顿时正色言道：“天知，
地 知 ， 我 知 ， 子 知 ， 何 谓 无 知
者！”一番话义正辞严，说得王密
满脸羞惭，无地自容，只好赶紧收

起黄金告辞出去。（据 《资治通
鉴·汉纪四十一》）

王密曾受杨震知遇举荐之大
恩，恰逢杨震调任路过自己任职主
政的地方，特地登门拜访并奉献黄
金以谢恩，似乎人情之常。杨震当
年举荐王密乃因其确有才学，并无
半点私心，况且当时昌邑县属山阳
郡，而非自己所辖。因此王密献金
似无巴结奉迎之嫌，而纯属谢恩之
举，并且“暮夜无知者”，杨震如
果收下这些酬金，未必会有什么非
议。但即便如此，素性清廉的杨震
还是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并且留下
了“四知”这句千古诤言，同时，
为自己举荐的人竟能做出这样的事
感到痛心。在党和政府倡导为政要
清廉的今天，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
人员，重温一下这个历史故事，想
必能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

杨震不欺暗室说“四知”
华而实

刘再复先生是著名学者，迄今为止已出
版了上百部专著，可谓是著作等身。一位取
得了这样优异成绩的学者，在读书方面一定
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见解，那么，刘再复拥
有怎样的读书观呢？其实总结起来，刘再复
的读书观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读多”和“读
通”。

所谓“读多”，说白了就是广泛性的阅
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泛读。无论是在
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其他人文领域，如果
想要取得成功，进行广泛的阅读是必不可少
的条件。许多优秀的人文成就，都是建立在
广泛的阅读之上的。刘再复不是一个从事纯
文学创作的作家，而是一名学者、一名文学
理论家，因此，他的阅读是十分广泛的，哲
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所涉范围之
广，令人瞠目。这一点，我们在阅读他的作
品时就能感受得到。

广泛的阅读，需要充足的时间，刘再
复作为一名学者，既要写作，又要读书，
二者都需要时间来支撑，他是怎样平衡这
两者的关系的呢？据刘再复先生自己说，
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了李泽厚先生的启
示：因为和李泽厚是邻居 （走三分钟就可
到他家），常在他那里，才知道他手不释
卷，他用于读书的时间很多，用于写作的
时间很少，前者占 80%-90%，后者占 10%-
20%。这是他告诉我的。“这一点对我有启
发，所以我大量增加阅读时间，写作只用
早晨起床后的两三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都
用于阅读。”

时间上有了保证，广泛阅读就变得可行
了，于是，刘再复便开始利用大量时间在书
海中遨游。“我阅读的确很广泛。靠自己买
书，也靠海外大学的图书馆。除了图书馆，
我一到香港就拼命买书，现在已有20多架书
了……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一本一本地
读。写学术著作时，自然是围绕课题阅读，
但大量时间是广泛阅读。”

有了广泛阅读 （即读多） 的这个前提，
在此基础上，自然就引出了刘再复的第二个
读书观——读通，那么什么叫读通呢？用刘
再复的说法，“所谓读通，就是要穿透书
本。”由此可知，读通就是要把一本书读
透；把它吃到肚子里并完全分解掉。的确，
与其囫囵吞枣地读完一百本书，还不如静下
心来把一本书琢磨透。由此看来，只强调泛
读还不够，还要注意读通、读透的问题，刘
再复认为：“ （读书） 虽然广泛，但还是要
有所选择，有阅读重心。无论西方还是中
国，有一些书，我一定要把它读通读透，例
如西方从荷马史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
拉马佐夫兄弟》等几十部经典，中国从《道
德经》到《传习录》的一批经典。从事专题
研究时，有关的一切资料、史料、书籍都得
阅读，不喜欢的也得读，选择性较少，但其
中具有真知灼见的还是要读通。专业之外，
我选择基本经典作为自己的护身符，经常阅
读、重复阅读，一步一步把它读通，把它化
作灵魂的一部分，例如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
的西方人文学术名著从荷马、但丁到莎士比
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经

典，读通了真受益无穷。”
“读多”和“读通”是刘再复的两个基本

读书观，在这两个基本读书观的支撑下，刘
再复在浩瀚的书海进行艰苦的跋涉，在知识
的海洋中畅游，吸取了大量人类人文经典的
精华，因而在文化领域中创造了非凡的业
绩。那么，如果要问：读多和读通哪个重要
呢？也就是说，泛读和精读哪方面更重要一
些呢？刘再复认为，读通更重要。“我虽然酷
爱读书，也广泛读书，但最终认定，读书最
要紧的不是多，而是读通。”为什么要这样说
呢？“读通了才能吸收、质疑和再创造。杜甫
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是相信
的。关键是读破、读通。积累多了，感悟也
快，写作时东西南北全冒出泉水，很奇怪。
有些作家，虽有名气，但作品干瘪，好像是
硬挤出来的，硬榨出来的，缺少丰富感，缺
少魅力，这恐怕就是平常阅读不够，读通的
书籍太少。”

作为一名读书爱好者，当然要进行广
泛的阅读；但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还要
把所读过的书籍读通、读透，把它们解剖
开来，化为自己灵魂的一部分。这样一
来，你所读过的书籍便与你的生命相偎相
依、融为一体了，这是在用生命去阅读，
你的精神境界也因此获得了提升。刘再复
先生的这两个读书观，对我们很有启发意
义，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学者、
不做学术研究，但用刘再复先生这种泛读
和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来阅读，无疑会提升
我们的阅读品位。

刘再复的读书观念之思考
唐宝民

山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导致贫穷落后，加之文化的落
后和思维的落后，即使是想致富
也苦于无计可施、无路可走，日
出上山、日落下山，能解决温饱
也就很不错了。虽然近十多年来
山区的公路有了根本改变，教
育、文化、卫生政府投入也十分
大，要改变山区林农的生活理念
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虽然现
在山区林农已有部分富了起来，
但仍然有部分林农仍然生活在贫
困线下，如何让这些人共享改革
开放的红利、摆脱贫困，这就成
了驻村第一书记的首务。

一、浮梁县是一个林业大
县，全县林业用地 324.2 万亩，
森林覆盖率 82.14%，森林蓄积
量 1366.6 万立方米。“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如何保护好森
林资源并永续利用，这就是摆在
浮梁县林业部门必须解决的问
题，“强化资源管理，重塑生态
样板，协调产业，构筑富民强县
林业经济平台”就成了林业工作
的总目标。

精准扶贫是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是当前全党上下的
中心工作和第一民生工程。浮梁
县林业局（挂点扶贫村：兴田乡
锦里村）充分发挥林业优势，从
生态建设、林业项目、林业产业
等方面积极开展扶贫工作，确保
脱贫攻坚任务的如期完成，加强
森林资源管理，按照“县建、乡
聘、站管、村用”的护林员管理
机制，进一步加大生态管护扶贫
力度，用足用好生态护林员政
策，在已聘 52 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生态护林员的基础上，2018
年，本着公平、公正、公开选拔
录用的原则，新增 48 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生态护林员。

整合公益林、天然林保护工
程，森林资源保护省级森林防火
补助三项护林员资金，拿出一部
分用于就业扶贫，安排贫困户上
岗就业。目前，全县已有100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态护林员，每
年按每位生态护林员人均1万元
标准发放补助资金。2019 年已
下达了生态护林员转移支付资金
100万元。县林业局与县人保公
司合作，向2019年度选聘的100
名生态护林员赠送了50元/人的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项目包
括意外事故、残疾给付等，价值
保额达 4500 万元，真正为全县
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态护林员提供了一份生活保障和人身
保障。

二、强力推进产业扶贫。浮梁县毛竹资源十分丰
富，毛竹深加工会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活力。浮
梁县林业局积极鼓励当地或引进外来人员在浮梁县本土
创业毛竹拉丝厂和活性炭厂。这样一来就解决了当地毛
竹销售这一难题，同时增加了当地林农的收益，毛竹深
加工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录用了贫困人口到
企业就业，每年贫困人口男工能获得4万元左右的工资收
入，女工能获得3至3.5万元左右的工资收入。全县毛竹
深加工企业安排贫苦人口就业150人左右，这就为扶贫攻
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努力挖掘林地经济，加大食用菌栽培和人员技
术的培训，袋料香菇、木耳的栽培是短平快项目。现在
全县已有袋料香菇、木耳近千万袋，这一技术的推广，
极大地推动了林业的脱贫致富工作步伐。林地野生特产
的采集和销售：野藠、山蕨、苦株等，只要稍加工同样
是一笔可观的收益。

大力推广水果栽培。各地根据气候、土质、地形，
在高山陡岭大力推广柿树的种植，在低缓山坡种植桃、
梨、板栗等等，充分发挥行业优势，挖掘产业扶贫潜
力，取得脱贫攻坚最后的胜利就一定能实现。

（作者系浮梁县兴田乡锦里村驻村第一书记，浮梁县
林业局林权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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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与狐狸互相结为好友，为了
彼此的友谊更加巩固，他们决定住在
一起。于是鹰飞到一棵高树上面，筑
起巢来孵育后代，狐狸则走进树下的
灌木丛中间，生儿育女。有一天，狐
狸出去觅食，鹰也正好断了炊，他便
飞入灌木丛中，把幼小的狐狸抢走，
与雏鹰一起饱餐一顿。

狐狸回来后，知道这事是鹰所
做，他为儿女的死悲痛，而最令他悲
痛的是一时无法报仇，因为他是走
兽，只能在地上跑，不能去追逐会飞

的鸟。因此他只好远远地站着诅咒敌
人，这是力量弱小者唯一可以做到的
事情。不久，鹰的背信弃义的罪行也
受到了严惩。

有一次，一些人在野外杀羊祭
神，鹰飞下去，从祭坛上抓起了带着
火的羊肉，带回了自己的巢里。这时
候一阵狂风吹了过来，巢里细小干枯
的树枝马上燃起了猛烈的火焰。那些
羽毛未丰的雏鹰都被烧死了，并从树
上掉了下来。狐狸便跑了过去，在鹰
的眼前，把那些小鹰全都吃了。

山鹰与狐狸

弧光岁月弧光岁月 （（苗青苗青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