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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54 岁的贫困户韦乃情至今回忆起黄文
秀，泪水仍会在眼里打转。他永远无法忘
记，曾经 12 次入户与他亲切攀谈的那个青
春的脸庞。

时代楷模黄文秀已经离开她牵挂的百坭
村群众将近一年了。让韦乃情欣慰的是，村
里来了接棒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杨杰兴、
“ 90 后”扶贫工作队员谭天社，脱贫攻坚
的事业一刻也没停。

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上，青春的力量不可
或缺。在黄文秀工作过的八桂大地，一大批
“ 80 后”“ 90 后”青年干部以她为榜
样，在脱贫一线冲锋陷阵、挥洒青春，践行
初心和使命，续写了一曲曲新时代的青春之
歌。

接力冲锋的青春力量

4 月中旬，桂西山区连降暴雨。记者
与百色市德保县敬德镇驮信村驻村第一书记
李梅约好了见面的时间，但是赶到镇上时却
打不通她的手机。

一位镇干部说，村里停电了，你们直接
进村，她肯定在。山道蜿蜒，路滑颠簸，记
者驱车两个小时赶到村里时，正好碰见李
梅，她扎着马尾，清爽干练，脸上带着微
笑，正与一位花甲之年的村民聊家常。

李梅 2014 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家
乡，到自治区人大机关工作， 2018 年响应
号召，来到驮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鹌
鹑蛋的销售形势逐步稳定，终于可以松口气
了。”谈及最近的工作，李梅如释重负。

初到村里不久，李梅就带领村民谋划建
设鹌鹑养殖产业基地，去年 9 月正式投
产。可就在产量趋于稳定、准备在春节期间
大干一场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市
场陷入低迷。

愁得睡不着觉的李梅，从村里到县里来
回奔波，联系超市、菜市场、小区团购商
贩，拓展销售市场。度过了最艰难的 2
月，市场终于在 3 月迎来转机，鹌鹑蛋价
格开始回升。

不过，疫情的影响仍在。如今，李梅每
天精打细算：过去请专车运输鹌鹑蛋，现在
改搭顺风车，每车节约成本近 700 元……
“我一天都不敢懈怠，因为害怕失败，害怕
让群众失望。”李梅说。

乐业县幼平乡通曹村大寨屯是一个深山
瑶寨，贫困发生率超过 60% 。由于风俗习
惯等原因，许多村民家里没有厕所，在户外
如厕。这可让今年 3 月刚到任的驻村第一
书记周昌都发了愁。

记者和周昌都一起走进寨子，遇见村民
王丰海。“你家的厕所准备什么时候建？没
厕所太不卫生了，小孩子容易生病。”这是
周昌都第五次劝说王丰海。

“没钱啊。”王丰海回答得很直接。
“政府补助和援建企业的帮扶，加起来

有几千块钱了，你再添点就够了。”
“我再想想吧，想好了给你回话。”
周昌都说，王丰海家养着几十只羊，

不想建厕所主要是观念问题，从最初的碰
一鼻子灰，到现在他思想开始变化，算是
取得明显进步了。

“大寨屯正处在脱贫冲刺的关键时
刻，相对物质的匮乏，精神贫困更是难啃
的‘硬骨头’。我明天还会来，挨家挨户
做思想工作，决不让厕所成为被文明遗忘
的角落。”周昌都说。

1985 年出生的周昌都是脱贫攻坚战
场上的一名“老兵”。 2018 年，他从乐
业县政府办到幼平乡百安村任扶贫工作队
员，一干就是 2 年。其间，尽管母亲瘫
痪在床，但他从没向任何人讲过家中的困
难。

今年初，组织部门找周昌都谈话，准
备选派他到通曹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当
晚我失眠了，家人对我继续留在乡下工作
没有思想准备，一时难以接受，我思考了
一个晚上，做出了抉择。和黄文秀相比，
我这点牺牲不算什么。”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广西至今仍有 24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未
脱贫， 660 个贫困村未出列， 8 个贫困
县未摘帽。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
刻，一大批青年干部接过黄文秀的接力
棒，带领群众向贫中之贫、坚中之坚发起
冲刺。

“逆行”山乡的青春选择

许多驻村第一书记或是独生子女，或
在城里长大，但投身扶贫事业，他们义无
反顾，倾情投入，无怨无悔。

满眼皆山，满山皆石。当李宇翔第一
次来到田东县作登瑶族乡陇那村时，这个
在杭州长大、毕业于浙江大学的“ 90
后”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从卫星地
图上看，这是莽莽群山，想不到居然生活
着这么多人。”

发展产业的艰辛让他更加深刻地感受
到石山地区自然条件的恶劣。李宇翔花了
很大工夫，终于和一家龙头养殖企业达成
合作意向，然而村里竟然找不到一块可以
让项目落地的平地。最终，他决定先发展
土鸡、旱鸭等“短平快”产业，进而引导
村民利用闲置山地种桑养蚕。

驻村工作繁忙，李宇翔经常周末无法
回家。 2018 年深秋，怀胎十月的爱人随
时可能分娩。一个周末他难得回家看望
后，虽然恋恋不舍，无奈村里脱贫攻坚项
目正在紧要关头，他再次回到村里。

疼痛难忍、赶去住院、羊水破裂……
爱人分娩当晚，李宇翔不断收到她发来的
信息。直到爱人不再回复，他意识到手机
屏幕另一端正在发生的事情，“瞬间眼泪
就绷不住了”。

第二天凌晨，爱人产下男婴。李宇翔
回想起那个夜晚，心情仍难平复：“但如

果一切重来，我还是会回到陇那村。”
毕业于牡丹江医学院的孙一博是一名

时尚潮人，以至于刚到上林县明亮镇塘隆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时，村民们担忧这个
“白面书生”能否坚持下去。

面对语言不通、群众不信任的局面，
这个城市男孩脱下潮牌服装，换上了一件
印着姓名和职务的“扶贫马甲”，穿着它
走访了村里所有的贫困户。两个月后，大
家不仅知道村里来了一名穿着马甲的驻村
第一书记，还知道有困难就找他。

从争取帮扶资金到动员农户发展产
业，从解决贫困户实际困难到为农产品跑
销路，两年来，孙一博踏踏实实地做好每
一件事。 2019 年，塘隆村告别贫困。

有的人在实战中脱去稚嫩，有的人更
加坚定前行的方向。凌云县泗城镇后龙村
驻村第一书记于洋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
曾多次到西部省份调研，产生了投身西部
建设的想法。 2014 年研究生毕业后，他
到自治区财政厅工作， 2018 年主动请缨
担任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

村里人均耕地 0 . 36 亩、一度贫困发
生率达 90% 。面对现实，于洋扑下身
子，带领村民建猪场、鸡场，发展枇杷、
牛心李产业。 2019 年底，后龙村贫困发
生率下降至 16 .92% 。

山外的世界繁花似锦，山中的世界简
单充实。大化瑶族自治县古河乡丹桂村驻
村第一书记马腾每天都要到贫困户的蚕房
走走看看，在中山大学求学的日子早已远
去；乐业县花坪镇运赖村驻村第一书记田
庆社虽然是一名“ 90 后”，但是已经到
第二个贫困村任驻村第一书记，这几天他
正忙着给丈夫因病去世、独自抚养 3 个
孩子的贫困户黄梦当“红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际遇，我们这一代人能投身到脱
贫攻坚事业中，我认为是一种幸运。”于
洋说。

不忘初心的青春使命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专业名词，到
基层做调查研究被称为“田野工作”。北
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周福波刚工作不
久，就主动申请到脱贫攻坚一线，继续另
一种“田野事业”。

周福波刚到马山县林圩镇伏兴村时，
不少村民心里嘀咕：这个“ 90 后”小年
轻能当好驻村第一书记吗？也有人说周福
波只是来“镀金”的。但周福波坚持吃住
在村，遍访 15 个屯 700 多户村民，努力
学习当地方言，经常和村民一起劳动。水
稻插秧时节，他撩起裤腿便下田帮村民插
秧，忙完发现腿上爬满了蚂蟥。

去年 8 月，周福波的女儿出生，陪
产假还没休完，他就赶回村里。脱贫任务
繁重，周福波没法回家，爱人带着女儿来
到村里，一住就是一个月。为开拓沙糖桔
线上销路，他一家 3 口上“抖音”、上

“快手”，为沙糖桔“代言”。
周福波在大学 3 年级时已经入党。

“学生时代对党员身份认识还比较浅显，
两年来，在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时，在碰面
的村民给予会心的微笑时，我对共产党员
的身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践行使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上林县西燕镇岜独村北幼庄枯水期时常出
现饮水难。 2018 年 3 月，来自自治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康勇上任驻村第一书记
后，很快联系打井队，到村里勘探打井，
然而钻了十几个地方，还是打不出水。

有村民来到村部指着康勇的鼻子说：
“我们水都没得喝，你来这里有什么
用？”康勇觉得很委屈。

一户户摸清群众饮水难的情况后，康
勇开始反思：“水是关乎生产生活的大
事，老百姓喝水难，我作为驻村第一书
记，群众怎么骂都不过分。”经过沟通，
他把村里芒果园的水源分一部分给北幼庄
使用，暂时解决饮水难题。

2019 年 12 月，北幼庄的新水井终于
打好。喝水不愁的村民给康勇送来了一面
锦旗，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好书记”。

田林县八渡瑶族乡六林村群山环绕。
3 年前，24 岁的牟海迪到村里任驻村第一
书记，让他没想到的是，雨季时节，村里手
机信号和电力经常中断，成为山中“孤岛”，
无尽的孤独蔓延到他内心深处。

村里要修路，因为与村民意见不合，
起了争执，牟海迪哭了。好不容易说服一
家公司帮助建太阳能路灯，资金却迟迟不
到位，沟通中遇到挫折，牟海迪又哭了。
村民给他取了个外号——— “爱哭书记”。

这时候，家人从浙江过来，将他行李
打包，劝他放弃。可是，牟海迪知道，他
是党员，他不能撤退。

路灯资金没到位，他就上门“磨”；
语言不通，他主动向村民学习；意见不统
一，他挨家挨户找村民商量……渐渐地，
牟海迪变成村民口中的“牟书记”，村民
家里有红白喜事都邀请他参加。

“去年洪水围村，许多天无法外出，
村民给我送来米、面、肉和蔬菜，那一刻
我觉得无论付出多少都值得。只要扎下
去，埋头干，人民群众就会信任你、接纳
你。”牟海迪说。

在百坭村，清清的谐里河缓缓流淌，
村里尚有 9 户 37 人未脱贫，谭天社每天
忙碌于黄文秀留下的沙糖桔和养蜂产业，
确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都安瑶族自
治县保安乡元力村驻村第一书记沈彦东超
过一米八的个头，皮肤黝黑，每天骑着摩
托车穿行于山弄崖壁间……

夏日将至，山中郁郁葱葱。这些年轻
的共产党员把青春融进祖国的山川河流，
融进广袤的田野乡村，在田野中吸取养
分、历练成长……

（记者王军伟、向志强、何伟、农冠
斌、林凡诗、曹祎铭、胡正航采写）

（新华社南宁 5 月 4 日电）

八桂大地上的青春之歌
——— 记奋战在广西脱贫攻坚一线的“黄文秀式”干部

▲ 5 月 4 日，小游客在贵州省丹寨县万达小镇景区古法造纸体验馆晾晒刚刚
做好的花草纸。

“五一”小长假期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万达小镇景区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迎来了学习非遗文化的游客。大家在现场学习古法造纸、苗族
蜡染等非遗手工技艺，体验非遗文化、感受非遗技艺魅力，丰富假期生活。

新华社发（黄晓海 摄）

贵州丹寨：体验非遗度长假

▲ 5 月 3 日，游客在上海动物园游玩。

文化和旅游部 5 月 3 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五一”小长假前三天
（ 5 月 1 日至 3 日），全国接待国内游客总人数 8499 .7 万人次，实现
国内旅游收入约 350.6 亿元。 新华社记者陈飞 摄

“五一”小长假前三天

国内旅游收入超 350 亿元

新华社长春 5 月 4 日
电（记者张建）心有大我，
至诚报国。 2017 年 1 月 8
日，著名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因病逝世，年仅 58 岁。 3
年多来， 1 3 0 场报告、
100 万人次聆听……黄大年
的精神，润物无声，活在人
们心中。

黄大年 1958 年 8 月出
生，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生前担任吉林大学新兴
交叉学科学部学部长，地球
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黄大年 1988 年 1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
愿书中写道：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
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
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
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在海外，作为英国剑桥 ARKeX 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
任，黄大年曾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 300 人“高配”团
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
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 2004 年 3 月，父亲突然病重，进
入弥留之际。黄大年正在 1000 多米的大洋深处进行“重力梯度
仪”军用转民用领域的技术攻关。如果不是英国导师极力推荐，
美方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黄大年把眼泪咽到肚子
里，坚持做完试验。再次回到陆地时，父亲已入土为安。

两年后，同样的试验从潜艇搬上飞机，母亲临终前嘱咐爱
子：“……早点回国，给国家做点事情……”

黄大年青年时期就立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宏大志
向。 2008 年，黄大年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在他的感召
下，人工智能专家王献昌、汽车工程专家马芳武、智慧海洋专家
崔军红等一大批在海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纷纷回国效力。

踏上祖国的土地后，黄大年作为首席科学家，组织全国 400
多位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秀科技人员，开展“高精度航空重
力测量技术”和“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两个重大
项目攻关研究。

归国 7 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突破国外高精度探测装
备技术封锁，推动中国真正进入“深地时代”。

在学生们心中，黄大年从来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术权
威”，而是一个“严师慈父的长辈”、一个“推心置腹的朋
友”。他倾尽心血为国育才，主动担任本科层次“李四光实验
班”的班主任，言传身教、诲人不倦，叮嘱学生“出去了要回
来，出息了要报国”，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出得去、回得来”的
优秀科技人才。

最后清醒的日子，他还倚在床上、打着点滴，为学生们答
疑。他记挂团队里的姚永明参评副教授，硬是用颤抖的手，写下
一段歪歪扭扭的推荐语。

2017 年 1 月 4 日傍晚，黄大年内脏出现大出血，转氨酶升
高、肝功能有衰竭倾向。此时，万里之遥的英国，黄大年的外孙降临
到这个世上。春伦，是黄大年为他的外孙起的中文名字：长春的春，
伦敦的伦。黄大年曾说过，这是他最难忘、最喜欢的两个城市。

1 月 8 日 13 时 38 分。正午的阳光照进重症监护室的窗
棂，黄大年永远地休息了……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黄大年用他的生命树立起了一座丰碑
和一个标杆。有关方面通过组建黄大年式团队、设立黄大年纪念
馆、建设黄大年纪念碑、巡演黄大年主题电影和话剧等形式持续
纪念黄大年，并全力以赴将黄大年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

新华社香港 5 月 4 日电 一名去年因参与非法集结被捕的
香港男子 4 日在法庭上承认干犯暴动罪，为修例风波中首名承
认该罪名的被捕者。法庭将于本月 15 日宣判。

在 4 日上午于香港区域法院举行的庭审中， 21 岁的被告冼
嘉豪被控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在香港岛立法会综合大楼外，连
同多名身份不明的人参与暴动。他供认，当日向警方防线投掷头
盔、锥形交通路标和雨伞等杂物，并在大部分示威者离开后，仍
然留在现场向警方投掷杂物。

在当日的骚乱中，暴力示威者严重堵塞主要交通干道，冲击
警方防线，并使用砖头、铁器、铁栏杆等武器。事件中共有 11
人被捕，多名警察受伤。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黄大年：

生命，为祖国澎湃

▲黄大年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香港修例风波被捕者

首次承认干犯暴动罪

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记者樊曦）
“五一”小长假过半，返程客流回升。铁
路、电力等部门调整运力投放，加强安全管
理，保障旅客平安顺利出行。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统计
显示， 5 月 4 日，全国铁路返程客流回
升，预计发送旅客 530 万人次。铁路部门
调整运力投放，加开旅客列车 225 列。

各地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动态投
放运力，努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中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公司陆续增开沈阳北至北京
等热门方向动车组列车 53 列。中国铁路
太原局集团公司在大西高铁大同至运城间
恢复开行 5 列动车组，安排 11 列动车组
重联运行，提升约 6000 个座席的运能。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增开西安至宝

鸡、延安、汉中等重点城市动车组。中国
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渝万、成贵、渝
贵等热门高铁线路动车组。

假日期间，电力部门进一步强化安全
管理，确保电力运行平稳可靠。国网山东
宁津县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当地
客运站及高速收费站，排查用电安全隐
患，确保供电设备和线路处于最佳运行状

态。国网浙江磐安县供电公司成立三支保
供电小队，对当地电动车充电站展开全面
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线路设备异常问
题，方便群众绿色出行。国网山东青岛市
即墨区供电公司对当地火车站、长途汽车
站、加油站等重要交通设施所涉及的线路
设备展开拉网式巡查，为旅客出行营造安
全用电环境。

各部门加强运力投放和安全管理保出行

【新华社微特稿】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4 月视察明尼苏达
州一家诊所时没有戴口罩，遭受批评。他一度为此辩解， 3 日
改口说当时应该戴口罩。

彭斯 3 日陪同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出席一场活动时说：“我
以前认为（戴口罩）没必要，但我在梅奥诊所时应该戴口罩。”

彭斯负责协调美国政府各部门防控新冠疫情。有照片显示，
他 4 月视察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是在场唯一没有戴口罩的
人。

就不戴口罩所受批评，彭斯先前援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发布的指南反驳，说戴口罩的主要作用是防止把病毒传给他
人，而非保护戴口罩的人；他和特朗普多次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
且结果是阴性，因此他认为自己不会给他人带去风险。

不过，他 3 日说，除保障公共健康，戴口罩有重要象征意
义。“这彰显美国人愿意（为防控疫情）做更多的态度。”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3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是全
球疫情最严重国家，累计确诊病例接近 115 . 7 万例，死亡病例
超过 6 .7 万例。 （包雪琳）

彭斯承认

视察诊所应戴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