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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在脱贫攻坚一线挥洒
———全国新闻媒体“精准扶贫驻村调研采访活动”综述

荩荩

（上接1版）
为建设“金融强区”，2015年，天心区出台

《金融产业发展规划》， 提出以南湖滨江片区
为核心，布局金融外滩聚集带。

在寸土寸金的沿江宝地， 天心区的决策
者信念坚定：绝不搞一寸房产开发，所有土地
用于金融产业总部基地建设。

傍水生财、聚集发展，两个核心要素，促
使外滩成为一个资本逐鹿的金融中心。

各类资本来了。华融湘江银行、方正证券
的全国总部，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东
亚银行、 北京银行的区域性总部等纷纷抢滩
布局。目前，全区共有各类金融机构290余家。

预计到2020年，金融产业税收达40亿元，占全
区税收总量的30%。

一条江岸线，成为一条流金淌银的“黄金
线”，大大激发了楼宇经济的崛起。华远华中
心、汇景环球中心、保利国际等高端商务楼宇
加速拔地而起， 成为展示长沙外滩现代繁荣
的新地标。

去年，随着金融外滩升级为长沙外滩，这
里的产业格局也迎来了全面优化与升级。

作为商贸老区， 长沙外滩云集了五一商
圈、酒吧一条街等众多商业中心。如今，手握
一台手机，便可在长沙外滩玩转吃喝玩乐购。

依托国家级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 加速

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目前，园内已有300
多家文化企业入驻，成为名副其实的“创客乐
园”。

多点开花的产业形态促发了“洼地效
应”，资本大佬纷纷聚焦湘江东岸。去年11月，
天心区赴港招商，一举签下120亿元大单。

一个温暖的家

长沙外滩地处老城区，大面积的棚户区、
低矮的危旧房， 与繁荣美丽的外滩形象格格
不入。百姓的福祉，也要与决策的红利紧扣。

去年8月21日，“长沙外滩”的蓝图刚刚绘
就，天心区就打响涉及狮子山、长机等22个棚
改项目的百日攻坚战。

然而，征拆，被人们称为“天下第一难”。

为了顺利推进棚改，天心区的“拆”，依法、依
理。征拆办负责人一支笔审到底，一把尺量到
底；政策宣传，一定到位；请群众监督，过程全
公开。

天心区在每个项目部建立党支部， 党员
勤进百姓家、力解百姓难；他们创新联窗联谈
机制，征拆对象有诉求，一个部门解决不了，
召集所有部门来解决。

新建西路棚改项目， 有一栋新房列入征
拆范围。起初，户主不愿拆。得知户主的母亲
年事已高， 征拆干部主动为其母提供大病救
助等帮扶。户主感动不已，同意拆了，但提出
一个要求，要一个140平方米的房源。当时，已
没有这种房源。“你先拆， 我们后续帮你找。”
一位干部说。一段时间后，干部上门来了：“你
要的房源找到了。”户主十分惊喜：“你们还记

着？”
温情服务，换来百姓理解。自启动棚改征

收“百日攻坚”以来，长沙外滩共完成棚户区
改造3629户，创下征拆零信访记录。而这样的
温情，不止给予辖区百姓，也给予每一个新进
的“家庭成员”。

重点项目、重点企业，一旦进驻天心，上
至区级领导，下至街道党员，立即“牵一发而
动全身”，跑规划、跑国土，全程跟踪服务。有
时，他们还与企业家们建立微信群，有困难，
群里说一声，服务马上到位。

参与并见证着长沙外滩蝶变的长沙外滩
综合整治部一位工作人员说：“长沙外滩，像
一个新区一样横空出世， 以润物细无声的姿
态，展示着民生与发展的成果。”

长沙外滩，正拔节成长。

长沙外滩，拔节成长

� � � �全国新闻媒体130名记者，用一个月的时间扎根全国22个省（区市）110个贫瘠乡
村，与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一同生活、一起劳动、一起见证。他们参与并记录
着波澜壮阔的“中国式反贫困”行动，激情澎湃，用心用情谱写脱贫攻坚的时代篇章。

� � � �“从茅草房到瓦房，再到大平房。”在海南
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鸭坡村蹲点的
工人日报社记者杨召奎记录了当地村民王万
启等家庭在政府帮扶下住房变迁的故事。

村民们感叹“这些政策就好像专门为我们
设计的一样”。 这也让驻村一个月的杨召奎深
信：“精准扶贫”找准了病症，开对了药方。党和
政府对贫困群众的念念不忘，在贫困群众那里
必有回响。

“言必信，行必果。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们作出的
庄严承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号 。
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
少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脱贫攻
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岁月如歌，初心不忘。消除贫困、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重
要使命和历史责任。

国家的伟大，在于成就逐梦传奇；记者的
荣光，在于记录时代变迁。“五一”节假日前夕，
参与蹲点的记者启程，奔赴脱贫攻坚一线。

他们深感， 当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啃硬骨
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此行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 要履行使命责任捕捉打动人心的故事，
发出带着泥土芬芳的新闻报道，为脱贫攻坚战
助力加油。

新华社记者在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
脱贫攻坚蹲点，见证亲历这些“孕育新中国”的
红土地，正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开启脱贫攻坚新
征程。

一个月以来，各媒体大量“沾泥土、带露

珠、冒热气”的报道在田间地头孕育。一篇篇报
道，既有奋斗，也有期盼：

在湖南的光明日报社记者唐湘岳《粽子
的别样味道》写出贫困村百姓的幸福和期盼；
在云南的新华社音视频部记者许杨一路随
行，拍摄制作《背80斤山货爬6小时山路 怒
江赶集小伙：期盼有条公路》；在新疆的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张孝成随干部入户走访，
播发《驻村现场报道：你听群众心声 群众听
党声音》……

当记者们亲历了河北、贵州等地百姓从山
窝里的老屋搬进楼房，吉林、湖南等地办合作
社让群众的钱包鼓起来，重庆、安徽等地的“致
富路”让百姓生活好起来……纷纷感叹：如期
脱贫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既做调查研究、采访报道，也要与困难群
众结对子，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这
是驻村调研活动的初衷，也是党的新闻工作者
的使命。

很多驻点记者除了采写报道，还帮助村民
翻地除草、修房垒厕、上课支教；借助媒体平台
发布医疗救助、产品销售等信息，解决村民实
际困难。

山西省汾西县永安镇太阳山村村民李
根旺计划养蓝孔雀，但“市里县里都没遇过
这个情况，手续不知道咋办”。在此蹲点的农
民日报社记者吴晋斌立即和山西省林业厅
相关部门联系，帮忙解决特种养殖手续办理
问题。

记者们表示，见证110个村庄贫困群众的
奋斗，深切感受到基层困难群众的艰辛。作为
党的新闻工作者， 要全身心投入脱贫攻坚决
战，为坚决打赢这场硬仗付出更多努力、作出
更大贡献。

� � � � 5月1日，车子驶抵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
自治县向化藏族乡上滩村。 打开车门的瞬
间，清新冷冽的雪花扑面而来，经济日报社
记者吉蕾蕾感觉自己从夏天一下子穿越到
冬季。

这里平均海拔3100米。吃农家饭，睡大
土炕，村民们把吉蕾蕾当“亲戚”。

蹲点采访条件艰苦，很多记者都遇到大
风大雪、无网缺水、山高路远、语言不通等困
难。“屋内停电窗外飘雪”“入村第一天遭遇
停电”， 蹲点记者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自己
的经历。

各地驻村记者大多吃住在村民家，村民
们也把奋斗的苦恼、无奈与这些记者“亲戚”
交流分享。

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编辑曹怡晴在前往
重庆市开州区满月乡双坪村驻点时，经过了
一段胆战心惊的“天路”， 近乎垂直的崖壁
上，外侧是万丈深渊。听听当时筑路人的故
事，走走曾经的“没路可走时的路”让她深感
震撼。曹怡晴说，不论报道的形式如何变化，
“好新闻需要用双脚去探索， 用一颗真心去
触碰另一颗真心。”

现代快报社记者王冬艳来到四川绵阳
平武县南坝镇洪溪村蹲点的第一天，就去蜂
园采访蜂农的脱贫故事，为了近距离拍摄蜂
箱里的蜜蜂，被蜇了满手的包。这满手被蜇

的包，换来了她报道的“村支书的脱贫经”。
记者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聆听大地心跳，为人民抒写，推出一大批有
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用生动的
笔触、鲜活的镜头全方位呈现脱贫攻坚的历
史进程：

澎湃新闻记者邵克和张呈君在河北省
阜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体味着百姓生活
的酸甜苦辣，“真正融入老百姓的生活，才能
让我们更好地写出优秀感人的作品”； 新华
社记者王作葵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
镇岔山村，写下了与村民一起劳作的所见所
思，“村民的朴素和热情让我们格外感动”；
中国新闻社贵州分社记者刘鹏，在贵州省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长岩村深入挖
掘当地把茶产业和旅游业融为一体的发展
特色，将昔日“空壳村”村民变身“上班族”的
生动故事讲述给世人……

在田间地头、广袤乡野，驻村调研记者
笔下的中国故事有了更加蓬勃生动的传
播力。

宁夏盐池冯记沟乡马儿庄村是革命老
区。生态治理前，风沙肆虐，沙堆一晚上就能
盖过村院2米左右的围墙。如今，经过防沙治
理、退耕还林等，这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美
丽的村庄。

“想让更多人看到自己曾经看不到的世

界， 想让更多人理解自己曾经不理解的事
情。”看到村里巨大的变化，通过与当地干部
群众深入交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伯语
部助理翻译吕谋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在重庆奉节阳坝村蹲点的中央电视台
新闻中心记者石云松，连续几个星期都跟着
当地的工作队翻山头找泉水，为村民解决吃
水难问题，最终找到泉水，修建了200立方米
的蓄水池。当地一名干部说：“我们现在这么
做，实际上是在还以前欠老百姓的债。”一句
话，让石云松对基层干部朴素实干的作风刻
骨难忘。

蹲点记者真正融入群众生活中， 在贫
瘠的乡村，翻高山走乱石路，与基层干部共
同奔走。新华社记者在贵州与“挂”在山坡
上的村民一起劳作， 陪孩子踩着乱石路上
学，撰写的报道《在石头上飞舞的人》，感动
了无数网民……

面对来蹲点的中国国际电视台新媒体
记者周金玺和金子雄，湖南省宜章县黄沙镇
一位干部说：“这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调研
方式非常好，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地了解基
层的扶贫工作是怎样开展的。”

多家中央媒体负责人表示，此次驻村调
研形成的作品有分量、接地气、有故事、很精
彩。这次采访既挖到新闻富矿，又锻炼记者
队伍，是“走转改”的深化和拓展。

� � � � 130名驻村调研记者， 记录下脱贫攻坚
一线最真实、最鲜活的样本；记录下过去五
年来，贫困地区驻村帮扶干部的奉献、贫困
群众的奋斗、致富“能人”的发展历程……他
们的乐观、对脱贫致富的渴望，他们身上的
那股冲劲，震撼人心、催人奋进。

《从白富美到黑富美———驻村第一书记
是这样炼成的》， 是中国妇女报社记者徐旭
和同事合作的新媒体报道。她在广西南宁邕
宁区百济镇新平村蹲点，报道中驻村第一书
记杨修凯的经历，得到大量转发评论，网友
纷纷为“黑富美”书记点赞。

“真实才能获得读者共鸣，才能得到更
多人的关注。”徐旭认为，“用脚还原，用笔记
录，使这篇报道成为同类题材中的‘爆款’。”

自5月18日起，各媒体统一开设“砥砺奋
进的五年”专栏，连续推出系列重点报道，掀

起热潮，形成声势，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宣传
开好局、起好头。

很多网友被基层群众自强不息的精神
感动、激励。一位广东深圳网友说：“村民
们面朝大山，生活依然充满希望，为他们
加油。”

人民日报评论版推出“砥砺奋进的五
年·驻村手记”栏目，所有驻村记者都可以投
稿讲述身边的故事；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播
发《经济信息联播》《第一时间》，让所有驻村
记者反映所驻村的需求和呼声。

许多人看到报道后， 积极参与直播活
动、互动讨论。脱贫的成功经验被报道后，得
以广泛传播； 困难家庭的故事打动人心，政
府和企业等表示要想办法帮扶资助……

一名基层干部看到报道后表示，中央媒
体记者们的妙笔，让很多默默无闻的贫困地

区受到关注，更让这些地方奋力脱贫的干事
创业精神和干部群众面貌得到了极大的展
示，让有些地区找到了出路，有些人觅得了
商机。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
县回龙镇塘山村山大沟深石头多， 当地干
部、村民为脱贫付出的努力，深深震撼了蹲
点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袁贻辰，他的
《追赶时代的折返跑》等报道，记录“脱贫攻
坚战里最鼓舞人的力量，和脱贫攻坚时代命
题下最鲜活的注脚”。

“希望通过报道为村里带来一次小小
的发展机遇。”袁贻辰由衷地说，“想留住这
些故事，作为未来的一面镜子、时代的一个
横截面， 让这些火花四溢的瞬间被新闻纸
留下。”

（据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投身其中，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肩负崇高使命扎根脱贫攻坚一线

感同身受，融入群众聆听大地心跳
赋予中国故事更蓬勃生动的传播力

催人奋进，吹响脱贫攻坚总攻号角
激荡起中华儿女投身反贫困伟业的正能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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