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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
书记陈敏尔和市长唐良智陪
同下， 深入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的学校、农村，实地了解脱
贫攻坚工作情况。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地
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

习近平首先来到石柱
县中益乡小学。中益乡地处
大山深山之中，群众居住比
较分散， 孩子上学是个难
题。 习近平指出，“两不愁三

保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义务
教育要有保障。 再苦不能苦孩
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要保证贫
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
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习近平
走进师生食堂，仔细察看餐厅、
后厨， 了解贫困学生餐费补贴
和食品安全卫生情况。 习近平
嘱咐学校和老师既要当好老师，
又要当好临时家长， 把学生教
好、管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确保学生在学校学、住、吃都安
全，让家长们放心。他希望老师
们扎根山区， 献身乡村教育事
业，为群众脱贫贡献一份力量。

4月13日下午，中国唯一一只
雌性斑鳖在苏州动物园进行第五
次人工授精后不幸死亡。 在此之
前，人类已知的斑鳖全世界仅有4
只， 其中2只性别不明的在越南，
剩下1对在苏州。如今这只雌鳖的
死， 几乎断送了中国拯救斑鳖的
希望，因为，在我们的野外再次发
现斑鳖的可能性， 实在是太小。
（媒体综合）

斑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
鳖，背甲可达1.5米，体重115公斤。
死亡的这只雌性斑鳖今年90岁，
自2008年从长沙回到“出生地”苏
州与苏州动物园的“斑鳖新郎”联
姻，至今已有11年。湖南师范大学

教授邓学建表示， 雌性斑鳖去世
对于这个物种来说确实是毁灭性
的灾难， 雌性斑鳖的离世意味着
该物种很难再产生新的后代。

这个悲伤的事情也促使我们
对珍稀物种的保护进行反思。人
类发展与自然保护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都是“此消彼长”的状态，可
以说，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人类
才明白保护自然、 保护其它物种
的重要性。这其中，很多时候又因
为知识欠缺、技术不足、机制不健
全而导致保护工作无法取得进展
和成效， 使得不少珍稀物种渐至
灭绝。例如这只去世的斑鳖，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当成“鼋”来

饲养， 这也使它在生育的黄金期
没能顺利地繁育和扩群， 这暴露
了人类在保护工作中某些时候的
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时候，保护工作稍晚一点，
就意味着一个濒危物种离灭绝又
近了一步。 但偏偏在珍稀物种保
护工作中， 很多事情很难一步到
位，从调查种群，到批准建立保护
区，再到野外搜寻、人工繁育，这
往往是一个长期过程， 而在毫无
经验的情况下摸索前进， 则又很
容易延误良机。 所以珍稀物种的
保护过程， 实际上就是一个与生
命赛跑的过程， 它不仅需要效率
的提升， 更需要相关知识的更新

和完善，并保证绝对专业，以提供更
好、更准确的工作指导。

据世界《红皮书》统计，仅20世
纪，就有110个种和亚种的哺乳动物
以及139种和亚种的鸟类在地球上
消失了，而如今，世界上有593种鸟、
400多种兽、209种两栖爬行动物和
20000多种高等植物濒于灭绝。这对
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来说， 无疑是极
大的损失。诚然，珍稀物种保护是一
项艰难又长期的工作， 这不仅仅是
对政府、 研究机构和民间环保组织
等保护主体的要求， 也是我们所有
人的责任， 毕竟生物多样性的兴衰
与我们每一个人及其子孙后代息息
相关，保护生物多样性，也就是保护

我们自己。
因此，包括政府和研究机构、环

保组织在内的保护主体需要在立
法、环保等方面不断完善工作，更需
要将现有野生种群存量进行系统调
查，掌握数据，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
工作， 力争让这些珍稀物种能够与
我们共存共美。

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战
役，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到其
中，多掌握一些相关知识，多培养一
些保护理念，多一份责任心，才能让
那些越来越稀少的物种与我们一同
享有这个星球的美好，毕竟，这也是
它们的星球，它们的家园。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 统一思想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评
论 保护珍稀物种，不畏道阻且长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15
日至17日在重庆考察，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
关键阶段，各地区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抓好落
实，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扎实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为如期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17日上午， 习近平听取了重
庆市委和市政府工作汇报， 对重
庆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
定。 习近平强调， 党中央通过了
《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
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这是党中
央从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指出， 要按照党中央
总体部署，结合自身实际，精心组

织实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各
项工作。 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
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强思想舆
论引导， 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激
发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的巨大热情。

习近平强调， 要从最困难的群
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

具体的工作抓起，通堵点、疏痛点、
消盲点， 全面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
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
住房、环保、社会治安等问题，集中
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建设。要着力抓好安全生产、食品
药品安全、防范重特大自然灾害、维
护社会稳定工作， 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丁薛祥、刘鹤、胡春华、何立峰
等参加上述活动，陈全国、陈敏尔出
席座谈会。 ■据新华社

16日下午， 习近平在重庆主
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座谈会。

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
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到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
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有保障， 是贫困人口脱
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 直接
关系攻坚战质量。 总的看，“两不
愁”基本解决了，“三保障”还存在
不少薄弱环节。 各地区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抓好落实。要
摸清底数，聚焦突出问题，明确时间
表、路线图，加大工作力度，拿出过
硬举措和办法，确保如期完成任务。

习近平指出，脱贫既要看数量，
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
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 确保脱
真贫、真脱贫。要把防止返贫摆在重
要位置， 适时组织对脱贫人口开展
“回头看”。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
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组织消费扶
贫，加大培训力度，促进转移就业，

让贫困群众有稳定的工作岗位。要
加强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让脱
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强调， 贫困县摘帽后，要
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实
现已脱贫人口的稳定脱贫。贫困县党
政正职要保持稳定，做到摘帽不摘责
任。 脱贫攻坚主要政策要继续执行，
做到摘帽不摘政策。 扶贫工作队不
能撤，做到摘帽不摘帮扶。要把防止
返贫放在重要位置， 做到摘帽不摘
监管。要保持政策稳定性、连续性。

华溪村人多地少， 土地
贫瘠， 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85户、302人，其中8户、19
人还没有脱贫。 习近平踏着
湿滑的石阶登上陡坡， 来到
贫困户谭登周家， 从屋外看
到屋内， 详细询问老两口生
活和身体状况。习近平指出，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是防止老百姓因病返贫的
重要保障。 这个兜底作用很
关键。 脱贫攻坚明年就要收
官，要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
里做， 重点做好那些尚未脱
贫或因病因伤返贫群众的工
作，加快完善低保、医保、医
疗救助等相关扶持和保障措
施， 用制度体系保障贫困群
众真脱贫、稳脱贫。

在老党员、 已脱贫户马培
清家院子，习近平同村民代表、
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
等围坐在一起，摆政策，聊变化，
谋发展。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
相发言，气氛热烈。习近平对乡
亲们说， 脱贫攻坚是我心里最
牵挂的一件大事。 这次我专程
来看望乡亲们，就是想实地了解
“两不愁三保障”是不是真落地，
还有哪些问题。 小康不小康，关
键看老乡，关键看脱贫攻坚工作
做得怎么样。全面小康路上一个
也不能少。 发展才是社会主义，
发展必须致力于共同富裕。国家
越发展，越要把贫困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
“两不愁三保障” 各项措施落实
到村、到户、到人。

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教育，有幸福童年

要把“两不愁三保障”各项措施落实到村、到户、到人

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要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抓起

4月15日
下午， 习近平
走进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中益
乡小学食堂，
了解 贫 困 学
生 餐 费 补 贴
和 食 品 安 全
卫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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