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 有一尊10余米高的白色纪念碑，
一名战士形象巍然而立，望着前方。他注视的，正是引滦入津
工程的起点。

西流的滦水，就是一座流动的丰碑。

一湾水，两地情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渤海之滨。上世纪70年代，天津城市

生活和工农业用水不足现象日益突出。
用水最紧张时，市民只能喝苦咸水。据介绍，当时天津甚

至制定了万不得已情况下， 工业分批停产和疏散城市人口的
应急预案。

1981年8月召开的京津用水紧急会议上， 国务院决定引
黄济津。豫鲁冀三省人民顾全大局，立即响应。

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只有可靠的地表水源才是
最好的出路，“引滦入津”工程雏形应运而生。

按工程规划，川流不息的滦河水，自河北穿燕山余脉，循
黎河水道，自潘家口-大黑汀水库流向于桥水库，跨越两百余
公里流入天津。

1982年5月11日，引滦入津工程开工。
一湾水，将津冀两地紧密相连。

子弟兵，爱人民
“引滦精神就是为民造福！”已经90多岁的原铁道兵第八

师师长刘敏在接受采访时说。
1982年1月，刘敏所在的原铁八师正式接到命令，参加引

滦入津工程。在寒冷的冬季，部队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打开了进入各个斜井口的通道， 抢盖了临时住房五万余平
方米，比预计准备工期快了1个月。

施工期间，铁道兵并入铁道部，铁八师编制撤销。30多年
过去，刘敏对于部队“最后”一次任务，记忆犹新。

铁八师是负责其中引水隧洞的关键部分，而部队撤销的消
息突如其来，基层战士们一时难以接受，工程进度大受影响。

部队和官兵将来怎么办？ 询问的信件将刘敏的办公桌堆
得满满当当。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传来了好消息：天津市同意相关部
队战士都在天津落户转业，并得到天津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原本不知如何是好的战士们，一下子有了底气：有天津人
民做后盾，什么工程都不在话下。

1983年9月11日， 甘甜的滦河水流入天津。“吃水不忘挖
井人”———许多参与工程的战士就此留下，成为天津人。

绿山水，真金银
进入21世纪后，黎河沿岸出现了大批的采矿企业，当地山

体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为了增加收入，滦河沿线养殖业悄
然兴起。水体，开始遭受污染。

寻找保护环境与当地居民增收的平衡点， 成为区域流域
管理的重难点。

为此，河北省加大引滦入津沿线污染治理力度，加快实施
上游潘家口-大黑汀水库库区网箱养鱼清理工作。

记者了解， 身处下游的于桥水库周边的居民们也经历了
南岸搬迁、退耕等整治行动。

2017年6月，天津市正式与河北省签订了《关于引滦入津
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根据《协议》内容，2016年至
2018年，河北省、天津市各出资3亿元共同设立引滦入津上下
游横向生态补偿资金，专项用于引滦入津水污染防治工作。此
后，津冀两地还将持续探索流域治理的区域协同新模式。

30多年过去，南水北调等多重引水工程的实施，滦河水
已不再是天津唯一的用水来源， 但引滦精神及其区域协同的
治理经验，在津冀人民心中，是一笔珍贵而永久的财富。

（据新华社天津4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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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吉哲鹏

站在波涛滚滚的独龙江畔， 江风顺
着峡谷吹向远方。曾经泥泞狭窄的土路、
简陋破败的茅草房不见踪影， 迎风飘扬
的五星红旗、灰顶黄墙的独龙民居、整洁
的街道如同一幅画卷， 让人难以想象这
里曾是与世隔绝的“贫困孤岛”。

4月10日， 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函，让
深山里的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成为焦
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祝贺独龙
族实现整族脱贫， 勉励乡亲们为过上更
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继续团结奋斗。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
后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部署下，2018年
年底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 成为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边疆少数民族“一
步跨千年”的生动实践，开启了迈向更加
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

脱贫奔小康，一个都不能少
从贡山县城出发到独龙江乡， 沿群

山盘旋而下，一座漂亮、现代的江边小镇
让人眼前一亮。

独龙族是我国28个人口较少的民族
之一， 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原始社会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之
一， 主要聚居在滇藏交界处的贡山县独
龙江乡。

曾经， 这里山峻谷深， 自然条件恶
劣，每年有半年大雪封山，是云南乃至全
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一系列
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

“全面实现小康， 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
察时的重要讲话， 字字铿锵：“中国共产
党关心各民族的发展建设， 全国各族人
民要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奔向全面
小康。”

决战号角催人勤。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下， 独龙江乡围绕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目标要求， 启动实
施了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
工程以及独龙江乡“率先脱贫全面小康”
提升行动，全乡安居住房、基础设施、特
色产业、社会事业、生态环保以及基层党
建等发生了巨大变化。

翻天覆地气象新。现如今，全乡1000
余户群众全部住进了新房，草果、重楼、
独龙蜂、独龙牛、独龙鸡等特色种植养殖
产业遍地开花，4G网络、广播电视信号覆
盖到全乡，6个村委会全部通柏油路，大
病保险全覆盖， 孩子们享受从学前班到
高中的十四年免费教育， 独龙族小学生
入学率、巩固率和升学率均保持100%。

……
为改善独龙族生产生活条件而长期

奔波的贡山县“老县长”高德荣，2015年，作
为独龙族干部群众代表， 曾受到习近平
总书记亲切会见。 他激动地说：“1999年
贡山县城到独龙江乡的简易公路修通，
把独龙族群众从人背马驮中解放出来；
2014年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通车，
群众从每年的大雪封山期中解放出来；
今天， 党和政府把我们从贫困中解放出
来！”

这是一部记载着党和政府对独龙族
群众深切关怀的历史画卷， 这是如同独
龙江水一般激荡澎湃的时代脉动。

“独龙族整族脱贫，充分体现了不管
条件多难、路途多远，党和政府对人民群
众的承诺一定会兑现， 脱贫奔小康一个
都不能少！”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扶
贫办主任黄云波说。

“党的好政策，
让独龙族过上了幸福生活”

深居祖国西南边陲的独龙族同胞，
并不为公众所熟悉， 但习近平总书记却
说：“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有书信往来。”

早在2014年元旦前夕， 贡山县干部
群众致信习近平总书记， 汇报了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情况， 重点
报告了多年期盼的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
隧道即将贯通的喜讯。

收到来信后， 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
出重要批示， 向独龙族的乡亲们表示祝
贺， 希望独龙族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步
伐， 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
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

说起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由
来， 曾任独龙江乡党委书记的杨秀兴按
捺不住内心的激动：“2018年年底， 独龙
族实现整族脱贫。今天的独龙江乡，家家
都有安居房，户户都有新产业，好日子越
过越甜。 我们时任乡党委班子就一起写
信向总书记报告喜讯。”

让杨秀兴惊喜的是， 总书记很快给
独龙江乡群众回信了。“我激动得一整晚
都睡不着觉！”杨秀兴高兴地说。

沧桑巨变的背后，有党的坚强领导，
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团结奋斗， 人民追求
幸福生活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50岁的巴坡村村民马文军是独龙江
乡第一批草果种植户， 现如今他种植的
草果已发展到60多亩， 马文军也成了当
地先富起来的人。“村民们都有了自己的
支柱产业，钱袋子也鼓了起来。大家以前
是种什么吃什么， 现在则是想吃什么就
买什么。”马文军高兴地说。

发生巨变的是群众的生产生活，不
变的是共产党人的使命和情怀。“带领群
众致富奔小康，首先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其次才是一名独龙族干部！”贡山县“老
县长”高德荣，同时也是独龙族群众脱贫
发展的带头人。

“党的好政策，让独龙族过上了幸福
生活，独龙江人民永远感谢党，永远跟党
走……”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后，78
岁的独龙族妇女李文仕激动地用独龙语
唱起了自编的“感恩歌”，把独龙族群众
的幸福和对党的感恩写在灿烂的笑脸
上、融进悠扬的歌声里。

“脱贫只是第一步，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13日一大早， 独龙江的干部群众把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的大幅喷绘贴在广场
上，“脱贫只是第一步， 更好的日子还在

后头”的标语，吸引了大批往来的群众。
脱贫“摘帽 ”不是终点，而是新的

起点。
最近，在孔当村党总支的微信群里，

有一种“斗图”成了当地的新风尚。每日
里，村民们纷纷将自家客厅、卧室、厨房
等打扫整理干净，拍照发送到微信群中，
比比谁家做得好。通过这种“每日一晒”
人居环境的方法， 让独龙江的乡风更文
明、群众素质更提升。

移风易俗蔚然成风， 教育改变命运
的理念深入人心。 在一户户独龙族风格
的新居门口， 一张张建档立卡脱贫户确
认卡是整族脱贫的见证。

“对于我们家来说，好日子就是把孩
子培养好、 念好书， 以后为家乡多作贡
献！”31岁的孔当村村民腊学文说。

用好外力、激发内力，才能形成持久
发展的合力。“我们要把上级给的扶持资
金当成种子， 靠我们自力更生来发芽结
果。”高德荣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输
血变成造血，娃娃这一代要读好书，到知
识里去找小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独龙江
乡高达93%的森林覆盖率， 原始而完整
的亚热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加之神秘
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吸引着越来越多
山外的目光。

“独龙江旅游基础设施正逐渐完
善， 群众的旅游接待技能逐步提升，
新的四星级酒店正在建设。 等怒江美丽
公路建成后， 独龙江旅游业将迎来一个
全新的发展时期。”独龙江乡党委书记余
金成说。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这一切靠的
是一代一代人的接续奋斗。 走在怒江大
峡谷，随处可见“怒江缺条件，但不缺精
神、不缺斗志”的励志标语。

独龙江乡马库村党总支书记江仕明
说：“在共产党的带领下， 我们独龙族整
族脱贫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
我们永远感党恩， 要把总书记的嘱托一
代一代地传下去！”

（新华社昆明4月13日电）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云南贡山独龙族整族脱贫纪实

谢卓芳

欧盟布鲁塞尔紧急峰会从10日傍
晚开到11日凌晨，各方就英国“脱欧”新
期限和条件达成妥协：同意英国“脱欧”
延期最多6个月、至今年10月31日。欧盟
首次给出弹性“脱欧”方案，即一旦英国
议会批准“脱欧”协议，英国将从批准之
日的下个月1日起正式“脱欧”。

对英国而言，“脱欧”延期是一把双
刃剑， 虽然避免了短期内英国无协议
“脱欧”的可能性，给与英国更多的时间
寻求最佳方案，但英国将会何时、以何
种方式“脱欧”，目前形势仍不明朗。

即使“脱欧”延期为英国争取了6个
月的喘息，但无协议“脱欧”的风险仍未
排除，英国面临的各方面压力不容小觑。

一方面，欧盟27国领导人就延长期
限争执不下。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希
望缩短 “脱欧 ”延长期 ，并在英国延期
“脱欧”的时间里，严格限制英国在欧盟
的权力。此外，欧盟成员对“脱欧”事宜
挤占其他重要事务的讨论空间表示不
满。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向议会表示，延
期越短越好，“因此便不需要和其他欧
盟成员两周见一次谈论相同主题”。

另一方面，英国各界在短期内无法
就“脱欧”协议达成共识。事实上，英国

议会3月27日否决了8个“脱欧 ”替代方
案， 首相特雷莎·梅不得不再次向欧盟
提出延期。另外，欧盟同意的延长期比
特雷莎·梅申请的长， 这更加重了反对
党对政府的怀疑。反对党认为，延期是
对 “脱欧 ”的妥协 ，甚至可能导致英国
“留欧”。

欧盟一再延期，英国“脱欧”难舍难
离，实际上传达出一种讯号，即如果英
欧无法达成协议，“脱欧” 将会一再拖
延，无疑会重创英国经济。可以预见的
是，在未来的几个月，“脱欧”的不确定
性难以消除，无论英国以何种方式“脱
欧”，都会加剧英国社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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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王亮）
记者今天从湖南金健米业男篮了解到，
目前球队出战2019赛季NBL联赛的国
内球员阵容已全部确定，球队将在月末
开启巡回热身赛。

2018赛季， 金健米业男篮一举闯入
总决赛，最终获得亚军，创下征战NBL联
赛以来的最好战绩。新赛季，球队的目标
锁定为总冠军，阵容也进行了调整。

与上赛季相比，姜君奇、邓愈鑫、温
圣杰等7名老队员留队，老将张耀升、后
场主力冯祺等球员离队， 新引入姜博、
王鑫、李林以及马国栋。其中，老将李林
曾效力CBA山东队12个赛季， 经验丰
富。马国栋身高达2米13，是一名颇具潜
力的年轻内线球员。

此外， 金健米业男篮也继李汉昇
后，从中国台湾招入黄镇、吕济而两名

后场球员，两人此前均效力于SBL联赛
劲旅台北达欣队。

目前，金健米业男篮正在进行体测
前的最后备战，两名中国台湾球员则将
在体测进行期间与球队汇合。新赛季的
体测将于4月15日至22日在四川举行。

4月底， 金健米业男篮将在省内开
启一轮巡回热身赛，全新阵容届时将首
次亮相。

“脱欧”延期是把双刃剑

金健米业男篮新赛季国内阵容确定
月末开启巡回热身赛

天下微评室内五人制足球U13夺冠

二青会
湖南首金诞生
湖南日报4月14日讯 （记者 蔡矜

宜 ）二青会湖南首金诞生！在13日进行
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简称“二青
会”） 足球项目社会俱乐部组室内五人
制男子12-13岁组决赛中， 长沙市天马
俱乐部以8比0战胜陕西志丹俱乐部，以
全胜战绩夺得冠军。

“本届青运会足球项目，湖南队参
赛规模大，项目多，这也代表着湖南青
少年足球越来越壮大。希望之后陆续开
赛的其他年龄组别，湖南的孩子们继续
发扬敢打敢拼的精神，为湖南代表团收
获更多荣誉。”省足协秘书长安忠介绍，
我省共有400余名足球小将出战二青会
11个组别的比赛。

据了解，天马俱乐部大部分球员来
自长郡雨花外国语学校，为了备战本次
室内五人制比赛，球队3月初开始集训。
长沙市天马俱乐部小组赛4战全胜，进
入八强后，又连克内蒙蒙羊、北京翱翔
两支强队，一路闯入决赛，最终保持全
胜夺冠，其中最大分差踢出16比0。

本届二青会首次纳入室内五人制
足球赛， 在足球项目的28个小项中，共
设立8个组别的室内五人制足球赛，为
该项目挖掘更多的青少年人才。

“引滦入津”：
一座流动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