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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民生關切事

弱有所扶篇

■2016年7月28日，習近平來到河北唐山市考察。圖為習近平在河北唐山市截癱療養院活動室欣賞截癱傷員表演的二胡伴唱《唱支山歌給黨聽》。
資料圖片
「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
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2012 年 12 月 29
日 訪全國「連片特困區」之一的河北省
阜平縣時強調

自強，以全新的我重新屹立
就要給大家帶去美好。」高志宏說。

扶持殘疾人創業 稅收優惠
楊玉芳介紹，這幾年他的退休工資
每年都增長，國家還出台了扶持殘疾
人創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他現在給人
配鑰匙，加上兩人的退休金，每月能
有六七千元（人民幣，下同）的收
入，生活上花銷也不大，如果今後有
可能，他們打算給更需要幫助的人捐
出一部分。

福利覆蓋千萬人 全面小康
「作為醫護人員，我們牢記總書記
的囑託，把傷殘人當親人，為傷殘人
提供周到細緻的服務。」唐山市截癱
療養院院長楊震生介紹，一方面創造
良好的硬件，如正在建設的唐山市民
政事業服務中心，未來有充足床位讓
療養院老人搬入；一方面讓醫護人員
去各大醫院進修，提升專業護理水
平。
「除了物質上給予充足保障，還要
實現精神上的小康。」楊震生說，療
養院佈置了圖書室、心理諮詢室、陽
光活動室，醫護人員定期與住院人員
談心，一些社會團體也常會來療養院
開展志願活動。不少老人說，了解外

面世界的窗口開得更大了。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個我，
就以全新的我重新屹立在這個世界
上」，這句話成了療養院裡不少殘疾
人的座右銘。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對殘疾人事業格外關
注。在國家層面建立起覆蓋數千萬殘
疾人口，包含生活補貼、護理補貼、
兒童康復補貼等內容的殘疾人專項福
利制度，殘疾人事業整體發展水平邁
上新台階。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殘疾人一個也不
能少。在幸福的中國，殘疾人同樣能夠
收穫社會發展帶來的獲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共同為中國夢努力奮鬥。

■近日，楊玉芳、高志宏夫婦回憶習近
平來到唐山市截癱療養院時的情景。
網上圖片

「要把支援地方經濟建設作為一項重要任
務，深入做好扶貧幫困、助學興教、醫療
扶持、支援新農村建設等工作。」—2013
年8月30日 在視察瀋陽戰區部隊時強調

習近平談扶弱金句

「你——被救了，一個小兵把雨衣
蓋在你身上
「扒出我來的是位連長，後來聽說
為救一個六歲的孤兒
「他永遠地留在了——唐山
「親愛的朋友還用我再說嗎？！
「這樣真實的故事我可以說上一百
天……」
2016 年 7 月 28 日，是受傷截癱的楊
玉芳、高志宏夫婦永遠難忘的一天。
這一天，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河北唐山
市考察。在唐山市截癱療養院，楊玉
芳、高志宏夫婦向習近平總書記即興
朗誦了這首原創詩歌《見了你們格外
親》。
「開始還挺緊張，但很快就放鬆
了。」楊玉芳回憶，那天，習近平總
書記微笑着走到他跟前，關切地詢問
夫妻倆身體恢復的情況、目前有什麼
困難……「就像與一位好久不見的老
朋友嘮家常。」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殘
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高志
宏說，習近平總書記的話給了他們極
大鼓舞。此後，他們開始為敬老院的
老人們朗誦詩歌，傳播正能量；做手
工活拿去義賣，資助寒門學子……
「既然能動手、能寫東西能朗誦，

「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是我們一切工作的
出發點和落腳點。老工業基地前些年下崗
人員相對集中，黨和政府要切實關心他們
及其家庭的工作和生活，加強社區服務特
別是針對老年人的服務，做好就業再就業
工作，讓在就業創業上需要幫助的群眾都
得到幫助、在生活上需要保障的群眾都得
到保障。」——2013 年 8 月 30 日 訪瀋
陽市鐵西區下崗職工叢龍江講話
「就業是永恒的課題，更是世界性難題。
中國每年新增1,000多萬就業人口， 必須
大力促進就業創業。 」——2013 年 8 月
30 日 訪瀋陽市鐵西區下崗職工叢龍江
講話
「我去了中國很多貧困地區，看望了很多
貧困家庭，他們渴望幸福生活的眼神和不
怕苦不怕累的奮鬥精神，深深印在我的腦
海裡。」 ——2019 年 4 月 16 日 在解決
「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
會上講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培嘉

自信，寫在她的臉上

「習近平總書記來我家時，一張土
炕佔去半間屋子，餘下半間，放着兩個
櫥櫃和一張桌子，幾乎轉不過身來。」
夏日午後，河北省阜平縣駱駝灣
村，村民唐宗秀比劃着向記者回憶。
2012 年 12 月底，習近平總書記到阜
平縣看望慰問困難群眾 。30 日一大
早，踏着皚皚白雪，他來到唐宗秀家。
「總書記問我種了幾畝地、糧食夠不夠
吃、取暖的煤炭夠不夠……」
「那是個大冷天，可我心裡熱乎乎
的。」唐宗秀回憶起當時的心情。

辦村集體企業 村民個個分紅

▼習近平 2012 年 12 月 30
日來到河北省阜平縣駱駝
灣村村民唐宗秀家。圖為
唐宗秀家的新房。
網上圖片

扶弱濟困，是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美德。

由於各種原因，社會中還有一些困難群眾。做好這部分人的

民生幫扶工作，實現「弱有所扶」，是黨和政府的莊嚴承

諾。

鼓勵殘疾人活出精彩人生，祝福下崗再就業職工日子過得更

好 ， 在 農 村 低 保 戶 家 問 實 情 嘮 家 常 送 溫 暖 ……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始

終關心困難群眾的安危冷暖，鼓勵他們努力創造更好生活。

回訪習近平總書記關心過的那些困難群眾，記者注意到，他

新華社
■

們心懷感恩之情，自強不息、奮鬥拚搏。如今的他們，生活

得更好、心氣兒更足、獲得感更多。

在關懷與自強中活出精彩人生

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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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宗秀說，當時她家門外的小路用
石頭鋪成，走在上面深一腳淺一腳。
「現在到處都是柏油路，村裡人後悔沒
留幾條碎石頭小路，讓遊客們來體驗體
驗。」她笑着說。
如今，唐宗秀家的老房子變成了幾
間青磚大瓦房，花布門簾讓小院更顯亮
麗。

斷橋鋁門窗、地暖，灶火房裡裝了
櫥櫃和抽油煙機，廁所有沖水式坐便器
和熱水器……帶記者參觀了一圈新房
子，唐宗秀難掩滿足：「咱農民也過上
了城裡人的生活。」
房子住得寬敞，唐宗秀也去了最大
的心事——往年春節，因為房子小，4
個孩子不能一起帶着全家來拜年，總不
夠熱鬧。唐宗秀說，現在不一樣了，今
年過年，幾個孩子一塊帶着全家來了，
一大家子人甭提多熱鬧了。
「駱駝灣村的變化離不開黨中央的
關懷，離不開省市縣和社會各界的傾力
支持。」說起變化，河北省能源局駐駱
駝灣村幹部黃文忠感觸頗深。他介紹，
村裡如今有了村集體企業，村民個個有
分紅。
2017 年，唐宗秀家退出低保戶。她
合計着，今年腿上的老毛病好一些了，
就跟老伴兒一塊到村集體企業打工，一
個月能有幾千塊錢的收入。
說起最大的願望，唐宗秀笑着說：
「日子好了，盼着總書記再來看看。」
千方百計排憂解難，群眾冷暖放在
心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
終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2013 年
至 2018 年，中央財政累計投入城鄉低
保、醫療救助、特困供養、臨時救助等
資金 8,400 多億元，城鄉低保標準年均
增長 9.2%、14.7%；中辦、國辦印發
《關於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
見》，加強對貧困人口、低保對象等人
群的關愛服務……
在黨和政府關懷下，在社會各界的
幫扶支持下，困難群眾正在向着全面小
康的目標努力奔跑。

奔跑，
向着更好的生活進發
「總書記親切、平易近人。」
時隔近六年，叢龍江對習近平總
書記來他家時的場景記憶猶新。
2013 年 8 月 30 日，習近平總書
記在遼寧考察時來到瀋陽市瀋河
區大南街道多福社區，走進下崗
再就業職工叢龍江家裡。
社區服務好不好、實施暖房工
程後冬天溫度能提高幾度、家裡
還有什麼困難……習近平總書記
關切地詢問。
那時的叢龍江，生活還很困
難：他在一家汽車物流配送企業
實現了再就業，但每月收入只有
2,000 多元；妻子下崗在家照看有
病的母親；兒子剛剛開了一家汽
車裝飾店，小孫女還不到一
歲……
今年 7 月下旬，記者走進叢龍江
的家，73 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乾
淨整潔。叢龍江說，這些年生活
改善了，屋子進行了簡單裝修，
新換了沙發，添了書櫃。

扶持下崗職工再就業
前幾年，社區幫助叢龍江兒子
申辦了 8 萬元小額無息貸款，扶持
他創業。全社會的創業環境越來
越好，叢龍江兒子的生意也有了
起色。
2017 年，叢龍江退休了，不但
每月能及時、足額領到退休金，
而且金額每年都在漲。

叢龍江家所在的多福社區大
院，正進行着新的改造工程。社
區黨委書記孟曉丹介紹，這次改
造政府投入 2,000 多萬元，在上一
次自來水、煤氣等改造基礎上，
對小區的景觀、下水、照明等進
一步改造，使小區功能徹底改
善。
「這麼多年來，我們全家一直
記得總書記『把日子過得更好』
的囑託，為這個期望努力着。」
叢龍江說。
叢龍江一家生活的改善，折射
出許多下崗再就業家庭克服困難
奔向幸福的腳步。把下崗職工安
排好，對於我國深入推進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推動化解和淘汰過
剩產能，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
展意義重大。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高度重視下崗職工的安置問題，
積極創造再就業機會：採取政府
安置與市場安置等方式幫助解決
職工就業；積極引導下崗職工在
服務業領域實現再就業；為市場
主體特別是小微企業減稅降費減
負，增強市場活力，創造更多就
業機會。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中央有關懷，地方有
行動，越來越多的叢龍江們會
在新的崗位上用勞動創造美好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