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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全党全
国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团结一心，英勇奋斗，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的胜利！

——习近平

脱贫攻坚精神，刻写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凝聚着举国同
心接续奋斗的坚强意志，彰显了一
任接着一任干的坚守执着，构筑起
各方参与众志成城的精神丰碑，必
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往无
前、砥砺前行，实现全面脱贫与乡
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

脱贫攻坚精神的形成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贫困是人类
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
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一部中国
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
争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除
了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
更遭受了帝国主义势力残暴的民族
压迫，国家积贫积弱、政局动荡、战
乱频仍、民不聊生，贫困的梦魇深重
地困扰着中国人民。马克思和恩格
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
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
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任何革
命精神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
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伟大胜利之后，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我们党
的重要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
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
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和人类减贫事业的历史高度，精
心谋划中国精准脱贫工作，对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作出战略指引并躬身践
行。任何精神形态的孕育都具有一
定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脱贫攻
坚伟大斗争锻造了伟大脱贫攻坚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
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中国
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生
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
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分彰
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
代精神。”

脱贫攻坚精神的内涵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

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
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
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
攻坚精神。”

上下同心。“上下同欲者胜，风
雨同舟者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号召下，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履职尽责、不辱使命，通过
抓好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
实的工作机制和五级书记抓扶贫的
责任机制，有效将脱贫攻坚的顶层
设计与贯彻落实相结合；通过动员和
利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人力、物力、
财力优势，撬动西部地区发展潜力，
有效实现了区域协调发展；通过开展

“万企帮万村”活动、推进“企业组团
促扶贫，就业脱贫全覆盖”，构建起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机制三位一
体扶贫模式；通过有序开展定点扶
贫，查漏补缺，补齐短板，最终形成
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
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汇聚起排山
倒海的磅礴力量，使贫困地区的面
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尽锐出战。“好钢要用在刀刃
上。”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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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村干部一
道奋战在扶贫一线，带领着“精兵”
来打“硬仗”。高校教师、大学生奔
赴贫困县支教、支农、支医，作为“尖
刀班”扛起扶贫“刀尖”责任，对接贫
困县实际需求，探索出了教育扶贫、
智力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健
康扶贫、消费扶贫、文化扶贫等具有

“高校品牌”的特色扶贫路径。他们
中有“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农民
院士”朱有勇、有深入贫困地区开展
调研评估工作的“扶贫教授”廖和
平、有婉拒高薪聘请主动来到偏远
贵州山区无偿支教的“全国名校校

长”陈立群等。
精准务实。“天下大事，必作于

细。”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湘西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
村，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在一
起，亲切地拉家常、话发展。村民们
谈变化、讲困难、道实情，习近平总
书记边听边问。也正是在这次交流
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
扶贫”。各地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方略，坚定信心、勇于担当，对扶贫
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扶持，
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建立
全国建档立卡信息系统，确保扶贫
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上、真正用
在贫困地区；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对
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真正
发挥拔穷根的作用；下足绣花功夫，
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到家
庭，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不搞花
拳绣腿，不搞繁文缛节，不做表面文
章，实施经常性的督查巡查和最严
格的考核评估。切实防止形式主
义，使脱贫成效真正经得起历史和
人民检验。

开拓创新。“不日新者必日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采取了许
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
组织实施脱贫攻坚战。我们党立足
国情，把握减贫规律，形成了中国特
色反贫困理论，“精准扶贫”被写入
第 73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农
村贫困，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丰富和发展了全球减贫治理
理论，为全球减贫贡献中国伟力；出
台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构建了
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责任体系、工作

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监督体系
和考核体系，创新了扶贫制度体系，为
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创造
绿色生态减贫、电子商务扶贫、异地搬
迁扶贫等新模式，扶贫成效显著提升；
创新社会帮扶方式，形成了人人愿为、
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格
局。正是在这种敢为人先、奋力进取、
勇于探索的开拓创新精神激励下，中
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与大规模减贫同
步、经济转型与消除绝对贫困同步，创
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

攻坚克难。“精感石没羽，岂云惮
险艰。”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
口数占总人口的 10%以下时，减贫就
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 年，中国减
贫大业迎来了这个关键节点，进入了
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面对时间紧、
任务重、难度大的现实情况，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战考验着我们
的精神状态、干事能力、工作作风，既
要运筹帷幄，也要冲锋陷阵。我们党
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实
施挂牌督战，发扬不畏艰难、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的奋斗精神，啃下了最后
的硬骨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特大
洪涝灾情带来的影响，我们党带领全
国人民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顽
强拼搏、不懈努力，做好“加试题”、打
好收官战，在困难面前勇于亮剑。久
久为功、锲而不舍，我们党攻克了一个
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以坚强决
心和顽强斗志砥砺前行。

不负人民。“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我们党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坚持脱贫攻坚为了人民、
脱贫攻坚依靠人民、脱贫攻坚成效由
人民评判，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
中的创造伟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
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
民。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 多名同
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恪
尽职守，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用宝
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的铮铮誓言。我们不会忘记，
电视镜头里，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的
父亲替女儿出席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听到女儿名字后，不禁潸然泪
下；我们不会忘记，江西“90 后”夫妻
吴应谱、樊贞子牺牲在扶贫路上，当时
樊贞子肚里还有两个月大的胎儿，家
人痛心不已；我们不会忘记，湖北扶贫
干部谢睿殉职后，他幼小的孩子整天
在纸上摹画爸爸⋯⋯他们的名字将永
远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脱贫攻坚精神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

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
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
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
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脱贫攻坚精神就是当下的中华民族和
中国社会最为亮丽的精神标识。

脱贫攻坚精神是加强党的自身建

设的重要法宝。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
践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以
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积极维护
贫困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人民群众保
持血肉联系。广大扶贫干部舍小家为
大家，常年加班加点、任劳任怨，困难
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候顶得上，把心血
和汗水洒遍千山万水、千家万户。他
们在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
程中，不仅加深了对基层实际情况的
了解，而且提高了处理基层工作和复
杂问题的能力，在实践中成长为可以
担当重任、能打硬仗的高素质干部。
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工
作全过程和各环节，凝聚力、战斗力不
断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脱贫攻坚精神是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是全体
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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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出位置，
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
贫攻坚人民战争。脱贫攻坚取得了物
质上和精神上的累累硕果，极大地推
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脱贫攻坚精神是全球减贫领域中
国经验、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在全
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
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立足国情、把
握减贫规律，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
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
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
赢打好的硬仗，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
作出的庄严承诺。”在这场硬仗中，
脱贫攻坚的重要经验和认识，是共产
党人的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反贫
困理论在中国的最新发展，必须长期
坚持并不断完善。

脱贫攻坚精神不仅展现了当代中
国人的精神面貌，而且集中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治理绩效，彰显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优
越性。将脱贫攻坚精神发扬光大，不断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必将凝聚起中华
民族砥砺奋进的磅礴伟力，鼓舞起中国
人民永不停歇的奋斗热情，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系教育部高等学校社
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扶贫先要扶志”“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以坚定的政治担当，
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携手奋进，开启了

“党建铸魂、技术培根”的脱贫攻坚科教冲锋
漫漫征程。

干部做脱贫攻坚“开路人”，让党旗飘扬
在雪域高原。早在 2004 年 6 月，佛山科学技
术学院现任党委副书记许晓珠 （当时在地方其
他部门工作），曾作为广东省第四批援藏人员
前往西藏，出任墨脱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
长。他 14 次徒步进出“高原孤岛”墨脱，用
脚步丈量墨脱的每一个乡村，收集了大量第一
手翔实调研数据，为墨脱公路的建设贡献了力
量。这条承载着几代人梦想的高原传奇之路，
不仅是墨脱人走出大山的生命之路，更是墨脱
县与外界连接、科技与产业的融合之路。他曾
发自内心地感叹道：“援藏不为镀金，不是作
秀，而是要为群众实实在在干事。”要想富，
先修路，他是第一代在西藏墨脱开展脱贫攻坚
的“开路人”。

“党建+科技+产业”，师生共做脱贫攻坚
的“拓路人”。学校把党建育人阵地建立在脱
贫攻坚的最前沿，近 5 年，先后派出 30 名师
生前往墨脱县工作，让学院最新科研成果跨越
山海落地转化，为墨脱产业发展赋能增值。

今年，首批援藏支教团的4名同学已完成
支教，又有新一批同学奔赴边疆。目前，已近
60 岁的两位老教师，仍然活跃在西藏墨脱工
作一线，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投入调查研
究、工程踏勘、项目评审等工作，为提高墨脱
县工程管理水平发挥自身专业所长。

1999 届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贸易经济系校
友叶敏坚作为广东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一员，
被派驻西藏墨脱县担任工作组组长、县委常务
副书记，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他曾带领工作组
深入调研，快速确立了“123”三年援藏工作
思路，扎实推动墨脱县体育公共设施建设、县
人民医院创“二甲”、背崩乡卫生院异地建
设、广东茶园计划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落地实
施，并通过产业援藏增强墨脱“造血功能”，
不断提升当地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选派前往墨脱的学生中，涌现出三位杰出
的研究生党员。他们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发挥自
身技术专长，激发当地农牧民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引导贫困户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充
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变

“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
刘玲凤，协助当地被帮扶村“两委”理清

发展思路。在疫情防控期间，她与村“两委”
党员一道，一边抓防控，一边抓特色扶贫产业
建设，积极向林业草原局申请果树苗 6000 余
株，用产业支撑扶贫，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创
收10万余元。

刘后周，从四川省引进先进的农业种植合
作社做法与技术，大力发展现代种植业，结合
雅鲁藏布大峡谷旅游水果经济带建设，带领群
众将达木珞巴民族乡打造成特色专业种植乡，
目前，珠村种植 3000 株果树，卡布村种植
3500 株果树，达木村种植 20 亩猕猴桃，成为
当地脱贫攻坚最亮丽的风景线。

彭月欣，利用自身创业经验帮助当地被帮
扶村打造莲花秘境中的“桃花源”项目，向农
牧局申请584棵特色桃树，指导荷扎村农牧民
群众扩大合作社经营范围，启动网上销售，帮
扶带动群众普遍增收 6 万—8 万元。她与藏
族、门巴族各族同胞共同奋战在高原，让创新
创业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

为了信仰，一往无前，勇做敢于创新的
“守路人”。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乡村振兴，
依然在路上。未来，学院人会继续践行脱贫攻
坚伟大精神，用一年接着一年干的坚守，一件
事接着一件事干的笃定，沿着前人的路奋勇前
行，持续发力，续写山海情、科教缘，以砥砺
奋斗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目前，学校已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了校友
会，并与墨脱县人民政府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把课程思政建设在乡
村振兴的最前沿，把实验室搬到西藏乡村的田
间地头，将论文写在西藏广袤的大地上。

（作者系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原校长，现汕
头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版文章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
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研究”[21ADJ011]成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接力脱贫攻坚
播火雪域高原

郝志峰

金秋时节，第 37 个教师节来临
前夕，“愿意一直为孩子们点灯”的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石
外”）教师李红霞等10人获评“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从 2014 年开始，
石外与平山、行唐、灵寿、赞皇、井
陉、元氏等 6 个山区县 12 所中小学
结对精准帮扶，积极探索教育精准
扶贫的新模式。李红霞勇挑重任，
从此走在教育扶贫的最前线。

在帮扶学校实地调研时，她发
现这些学校“校舍崭新，校园却显得
空旷，音体美器材都有，但学生少，
也很少有专业老师上课”。于是她
把帮扶工作的重点放在提升当地教
师专业素养层面，组织优秀教师采
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
式，全面提升被帮扶学校教师的整
体素质，努力打造一支山区教育情
怀深、教育教学专业能力强的教师
队伍。每年暑期，被帮扶学校教师
会到石外进行集中培训。针对帮扶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李红霞创新培
训内容和形式，从暑期的一次培训
拓展到三四次的分类培训，使培训
的针对性更强。

这一项目已经连续开展7年，培
训山区教师达4869人次。李红霞还
带领石外教师送教下乡，被帮扶的中
小学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92%的
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或职业高
中。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有的考入
大学，成为家中的第一代大学生，斩
断了贫困代际传递；有的考入职业
院校，成长为技术型人才，增强了贫
困家庭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在教育扶贫的过程中，李红霞
还特别关注家庭贫困的学生，用爱
心和智慧传递力量，点亮乡村孩子
的人生梦想。灵寿县学生段雪敏，
弟弟罹患脑瘫，妈妈也因为过度操
劳而病逝。李红霞特意邀请段雪
敏以及与她有着类似家庭情况的
山区孩子来石外参加“手拉手共成

长”活动。白天，这些孩子在学校跟
石外的学生一起上课，一起排练节
目，一起演出；晚上，这些孩子留宿在
石外学生的家里，与石外学生共同生
活。石外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不仅
使他们变得开朗、愈发自信，还让他
们 坚 定 了 勤 奋 学 习 走 出 大 山 的 决
心。李红霞还十分注重脱贫攻坚精
神的传承，鼓励石外学生积极参与

“阳光小讲台”志愿支教者团队，让石
外学生与山区孩子们在脱贫攻坚实践
中一起成长。

戴着眼镜，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
派头；晒得黑红，东北口音，又像是个
吃苦耐劳的农村汉子。他就是村民口
中的“博士书记”张骅。2017年底，张
骅从北京林业大学来到国家级建档立
卡贫困村内蒙古自治区安盟科右前旗
科尔沁镇远新村扶贫。他说：“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作为党和国家培养的博
士，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是一种责任。”为了尽快熟悉融入远新

村，白天，张骅顶着零下 20 多摄氏度
的严寒走村入户；晚上，他加班做好
记录。7 天时间，他挨个走访 50 余户
贫困户，12 天一个人把全村 300 多户
档案全部捋顺。经过 3 个多月的实
地调研和反复钻研，张骅最终选择
以种植黑糯玉米为切入点，搭配种
植黑小米、黑豆、黑皮花生、黑龙葵
等，把目标定位在一、二线城市中高
端消费人群，打造颜色农业产业链
的致富新模式。“第一把火”烧起来
后，张骅带领村民相继完成农村集
体经济股份改革，建成田园综合体，
发展起文旅产业等，“第二把火”“第
三把火”接连烧起来⋯⋯如今，远新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地贫困
群众人均年收入由2017年的2900元
提高到 2020 年的 1.2 万元，59 户 121
人全部脱贫，以科右前旗唯一满分成
绩通过第三方验收脱贫摘帽。临别之
际，张骅说：“第一书记的经历让我人
生充满意义。”“脱贫之后，大家伙儿的

日子更要蒸蒸日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既要扶

智，又要扶志，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志
气，不光是输血，还要建立造血机制，
脱贫后生活还要不断芝麻开花节节
高。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
而且要注意“富脑袋”。教育精准扶
贫，不仅让脱贫人口能够“站起来”，而
且能够“走得远”。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李红
霞和张骅是千千万万奋斗在脱贫攻坚
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的缩影，他们用育
人和科技知识精准扶贫，为贫困地区
插上腾飞的羽翼。广大教育工作者已
经接过接力棒，将继续以奋斗之姿、创
新之姿，为更好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写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贡献智慧
和力量。

（作者单位分别系教育部高等学
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中央财经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为贫困地区插上腾飞的羽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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