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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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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

多艰”的感慨，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的憧憬，再到孙中山“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

获其所”的夙愿，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摆脱贫困、丰衣足

食的深深渴望。

  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发愤图强的建设时

期，探索集体化道路，改善基础教育、建立农村合作医疗；

大潮激荡的改革开放年代，实施包产到户解放生产力，开

展“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落实两个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进入新时代，立志翻越脱贫路上的最后一座高

山……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并在迎来建党一百周年的重要时

刻，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实现了迈进全面小康的

亘古奇迹。

  千年梦想今朝圆。“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千年梦想

照进现实，照耀新时代的神州大地，强有力的事实证明：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把“摆脱贫困”这

件大事办好；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

华民族千百年来丰衣足食的深深渴望才能真正实现。

1921-1949

为摆脱贫困创造根本政治条件

  翻开中国史册，中华大地有让世人惊叹的繁华和盛

世，但饥饿、灾荒却几乎在每一页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

影。进入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山河破碎，人民生活在水深

火热之中。贫苦，就是当时中国的代名词。

  立下愚公移山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为创造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的奋斗。

  回看历史可以发现，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提出

了“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是我党的两大任务”。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中国化进程，逐步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具体革命道路出发，这一阶段

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广大农村革命根

据地，主要任务则以土地革命和生产救灾为主。

  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了“土地革命”

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两大任务。随后，从苏维埃时

期的“耕地农有”到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再到解放战

争时期的“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土地问题作

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确保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党在革命根据地

和后来的解放区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和防灾救灾工作。

1943年年初，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的口号。通过“大生产运动”的不断号召与努力，既减

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又有效调动了他们的自主脱贫动

力。同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很重视“文化扶贫”。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

“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帮助穷苦人翻身得

解放，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夺取了中国革命

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1949-1978

为改善人民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和民生

的烂摊子。扶贫是发展必须补上的重要一环。为此，中国

共产党开展了孜孜不倦的探索。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3年左右的经济恢复期，中共中

央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确立了社

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灭了旧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同

时，党在带领人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

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反贫困理念与具体的实践

经验。

  1952年年底，党中央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

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

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以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为两翼，相互促进，协调

发展。

  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中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

  就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

共产党通过引导广大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实现了农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开始了对新中国彻底解决贫困问

题的重要探索。

  在贫困治理的实践层面，党中央通过推进社会主义

工业化和“三大改造”，同时辅以必要的扶贫制度建设而

展开。到1956年年底，“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三大改造”

任务顺利实现。尤其是通过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

95%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中国几千年来的分散小农

经济实现了向集体化经营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为解决贫

困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通过“一五计划”，中国初

步确立了一整套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

  时间进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8年冬，安徽凤阳

小岗村的18位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包产到户

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农业“大包干”，拉

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

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组织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重整山河，为摆脱贫困、改

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8-2012

改革开放红利释放贫困人口骤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

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邓小平明

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要消灭

贫穷。”此后，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农

村改革政策相继出台。

  在一系列利好政策影响下，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

放，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从1978年小岗村农

民探索“大包干”开始，全国范围内陆续实行了以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农

村市场的搞活和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兴起，广大农村地区

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波政策性红利期。

  从1986年起，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发展为根本动力”

的开发式扶贫阶段。党中央秉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

理念，开始更多强调以经济发展实效作为新时期推动脱

贫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同时更加注重从顶层设计角度

对贫困治理作出总体规划。

  1986年5月，中央层面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

发领导小组（1993年12月改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同时，首次制订了“扶贫线”——— 人均年纯收入200

元。这是以每人每天2100大卡的热量需求，折合成食物价

格计算的，实际上就是温饱线。按此标准，1986年时贫困

线以下的人口已从1978年的2 . 5亿人降到1.2 5亿人。

  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出

台，中国扶贫迎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开

放的红利进一步释放，贫困线以下人口降到7000万人左

右。此后，贫困线标准不断提高：2000年625元，2001年872

元，2010年1274元，2011年2300元。这反映了中国扶贫的务

实态度。

  进入新世纪，随着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如期完成，全

国性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从2001年起，我国启动了

第一个扶贫开发“十年规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2001-2010）》，在对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提出的“开发

式扶贫”理念进行补充完善的基础上，增加了“综合开发、

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贫困农户

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等新的贫困治理理念。

  在2000年年初，党中央还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

略，国务院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

国务院总理亲自担任组长。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党团

结带领人民实施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

着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2012年至今

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大会，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

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

如期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

全面胜利。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振奋人心。

  消除绝对贫困，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夙愿，也是联

合国于2015年提出的愿景——— 在2030年全球消除极端

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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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首脱贫攻坚这些年，是什么力量能够在960多万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重新配置资源，让各种要素向农村贫困

地区汇集？是什么力量能够在超大规模国家形成上下联

动、左右衔接的组织体系，让扶贫工作系统高效运转？是

什么力量能够推动如此多的干部扎根贫困地区，让贫困

群众有了脱贫带头人？

  这种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012年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党中央就强

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

脱贫”，承诺“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

  8年多来，党中央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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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别山

区……习近平总书记倾注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考察

调研最多的是贫困地区。习近平总书记的不倦足迹，深深

印刻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山山水水；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殷之情，深深温暖着每一名贫困群众的心窝。

  湖南湘西十八洞村，中国脱贫攻坚的“地标”。

  2013年11月3日，正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十八洞村。“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

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在这里，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

  按照总书记要求，十八洞村着力打造“旅游+”产业

体系，成立农旅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苗绣、黄桃等

民族工艺和特色产业，实现“抱团”发展，带来规模效应，

实现整村脱贫。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了扶贫

开发工作“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

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

脱贫成效精准，为精准扶贫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山河依旧，换了人间。贵州黔西化屋村曾经是贫困发

生率高达63.6%的“悬崖下的村寨”，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

推进，2019年年底，化屋村贫困人口清零，从一个“不通

电、不通水、不通路”的贫困村，变成“乌江百里画廊的一

颗明珠”，当地群众无不感恩党的政策好。

  上下同欲者胜。

  2020年4月21日，有这样一张照片在互联网上刷屏———

春雨淅沥的茶园中，在陕西秦巴山区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面带微笑，向正在劳动的茶农们走来。在他身旁，是陕西

省委书记、安康市委书记、平利县委书记、蒋家坪村党支

部书记。一张五级书记同框、共抓脱贫攻坚的照片，让人

们看到上下齐心克难关的决心和力量，也让人们看到中

国共产党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之所在。

  中西部22个省份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东部9个省

份、14个市结对帮扶中西部14个省区市，五级书记抓扶

贫，各方合力促攻坚。8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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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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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让宝贵的生命

与伟大的事业紧紧相连，树立起新时代优秀共产党人的

精神丰碑。

  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

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亿元；新改建农村

公路110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790万户、2568

万贫困群众的危房得到改造，累计建成集中安置区3.5万

个、安置住房266万套……

  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发扬钉钉子精神，敢

于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经

过8年不懈奋斗，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

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

任务。

  严惩农村黑恶势力、司法护航扶贫资金安全、开展多

元司法救助、深入推进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精准扶

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政法各部门始终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找准结合点、切入

点、着力点，全力化解矛盾、防控风险、服务发展，以实际

行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有力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次次跨越，沧海桑田。从华北平原到西南边陲，从大

别山区到秦巴腹地，从土家苗寨到雪域高原，过去的贫困

县、贫困村房子新了，出行便利了，环境美了，人气旺了。

  这让关注脱贫攻坚的一位知名学者不禁发出了这样

的感慨：“这种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大规模动员调度的

能力，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办到，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才能办到。”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

渝的神圣职责和奋斗目标。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决

心，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

干、埋头苦干，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从一贫如洗到迈进全面小康的亘古奇迹

  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施行，土地改革在新解放区全

面展开。                           （资料图片）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签字，拉开了中国

农村改革的序幕。                       （资料图片）

  图为重庆市黔江区白土乡三塘村“天路”，这是一条区乡连接山村的“扶贫路”。 

    CFP供图  

  从2016年4月起，四川省达州市司法局开展为期5年的“助力精准脱贫，一村一法律顾

问”专项工作。                     本报记者 杨晋峰 摄

  2020年6月21日，扶贫干部、山西省岢岚县大涧乡官庄村第一书记田亮（右）通过电商

平台进行直播，为当地农产品“代言”。                CFP供图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考察，在湘西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通过精准扶贫，十八洞村旧貌换新颜。图为十八洞村

村民欢庆国庆。                                                         吴建斌 摄

本报记者 温远灏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整理  

新中国扶贫历程

  1949年以来，中国扶贫从救济式扶贫、以工代赈到区域扶贫攻
坚，再到精准扶贫，使累计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2020年年
底，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2021年2月，国家乡村振兴局
成立，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标志着中国扶贫工作进
入新阶段

1949年—1979年
救济式扶贫：财政补贴、实物救
济、赈济灾荒 1964年《关于在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中加强农村社
会保险工作，帮助贫下中
农克服困难的报告》正式
提出了农村扶贫问题

1979年—1985年
以工代赈：帮助为主、救济为辅

1986年—1993年
区域式扶贫：以县为中心

1994年—2000年
八七扶贫攻坚

2001年—2010年
整村推进式扶贫 2001年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

“整村推进”成为扶贫重点

2013年—2020年
精准扶贫

2020年后
贫困问题的重点将会转向“相对贫
困”问题，未来将在“乡村振兴”的
框架下进一步解决

1986年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我
国开始以“贫困县”为单位开展扶贫工作，并
首次确定了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用7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1996年实施东西协作对口帮扶模式

2004年推进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

2007年实施农村低保

2011年—2012年
集中连片特困区式扶贫

2011年通过《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扶贫开发进入“两不愁三保障”阶段，将片区作为扶
贫主战场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标志着扶贫攻坚战全面打响

2013年“精准扶贫”概念首次被提出

2016年《“十三五”扶贫攻坚规划》正式提出了2020年前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攻坚总目标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精准脱贫”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2020年年底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832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

2021年2月国家乡村振兴局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