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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群体，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各不相
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各不相同。

脱贫攻坚在改变物质贫困的同时，也改变
了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随着视野逐
渐开阔，他们对生活质量、居住环境、职业、身份
以及未来，都有了新期许。

我接触过一些农户，他们虽然贫困，收入
不高，但幸福指数并不低。他们长期生活在大
山里，不像城里人那样忙碌，不怎么焦虑，不
患得患失，只是日复一日地过着慢悠悠的朴
素生活。他们满足于此，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想
象难以跳出大山，难以跳出他们熟悉的生活
经验。

这种朴素的原生态生活，包含着几代甚至
几十代人的生活智慧，是当地人与大山达成的
妥协与默契，代表着他们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
的想象。但事物总有另一面，栖山而居，每天呼
吸新鲜空气，每天吃绿色蔬菜，每天喝天然矿
泉，每天睡到自然醒……这种看似诗意的生活，
事实上既闭塞又脆弱。遇灾遇病遇孩子读书上
学，都可能让一个家庭致贫。

好在，脱贫攻坚战带来了福音。因为各种扶
持政策以及一线扶贫干部的帮助，很多致贫家

庭慢慢走出了困境。他们不愁吃不愁穿，建档立
卡贫困户的医疗报销比例超过 90%，贫困户拿
到各种补助让孩子上得起学。同时，每个村子都
建起集体合作社，现代农业进入大山深处，让村
民们有机会换一种身份谋生。

扶贫改变了贫困山区面貌，也开阔了农民
的视野，让他们在自给自足的原生态生活之外，
看到了更多可能，有了更多期待。他们对美好生
活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

过去农民满足于房前屋后的忙碌，守着一
两亩田不撒手。现在他们接受了现代农业的理
念，连老人们都走进合作社，对未来“职业设计”

有了全新思考。
去年年底，我们帮扶的大坪村计划把所有

成片的土地流转下来新植茶园，开始大家觉得
难度很大。驻村书记老宾和村干部每天晚上开
群众会，逐一动员十来个村民组，过程不轻松，
但结果让人满意。种茶树，前 3 年没有收益，但
村民认可合作社对 3 年后的展望，他们意识到，
3 年后的生活蓝图比当下更值得期待。

还有更直接的变化。有次下乡参加会议，一
些帮扶干部吐槽：发展乡村旅游太难，山里的生
活看起来很美，但只能看看，不能体验。帮扶干
部把外地人请过来，来时很开心，但通常住一晚

就跑。他们进了厨房吃不下饭，去了厕所不敢
往下蹲，这怎么留得住人？

现在完全变了。农民的生活起居，越来越
讲究。有次进山调研茶产业，看到一家农户吃
住都在小型茶厂，我原以为这家的生活条件
应该比较艰苦。但走进房间一看很震惊，有衣
柜，有席梦思大床，有电脑和电脑桌，有冲水
厕所。外边是成群的鸡、带泥的农具，屋里是
衣柜和冲水厕所，曾经的两个世界，如今一门
之隔，融为一体。

几年时间，政府改善了硬件设施，农民改
变了生活习惯。城里人到贫困户家里，能够坐
得下、躺得下、吃得下、蹲得下。这种改变，何
尝不是扶贫的目的。

农民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反过来对脱
贫攻坚也是一种推动。过去常讲“扶贫先扶
志”，但内生动力不能只靠扶，内生动力更应
来自农民内心的蜕变，他们对美好生活有更
多期待，有更强烈的渴望，他们想走出“舒适
区”，想去主动追求更高质量更有保障的美好
生活。现在，这种变化出现了。

而这只是看得见的变化，那些看不见的
变化，或将影响更远的未来。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扶贫队的一天》———
那是典型且漫长的一天，从早 8点到晚 12点，扶
贫队员和县里主要领导马不停蹄，穿梭调研。这一
天一夜，大家不是在贫困户家里，就是在去贫困户
家的路上。

晚上访贫，甚至半夜访贫，是一线扶贫干部的
工作常态。有基层干部半开玩笑半感慨，现在晚上
走访的贫困户，比以前白天都多。

夜间访贫不是作秀，是工作需要：一是因为山
路多，贫困户居住分散，有些村子从村委会到最远
的村民组需要半个小时，这增加了访贫的时间成
本，白天访不完，晚上继续；二是主要领导担心扶
贫干部漏掉住在偏远地方的贫困户，所以越偏远
的地方越要亲自走访，发现问题马上落实，这也增
加了访贫的时间成本。

最重要的原因是时不我待。脱贫攻坚到了最
后时刻，再细小的问题也是大问题。扶贫干部要对
每一户了如指掌，要对每一户的问题了如指掌，时
间只有那么多，而工作要做细致，只能“充分”利用

时间。
以前和基层干部交流，偶尔会有人抱怨苦和

累，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很
少听到干部再抱怨苦——— 从主要领导到驻村干
部都在忙碌，上下一致，没人想抱怨，也没有时间
抱怨。

和乡镇干部交流，他们现在最大的压力是时
间不够用。点上，每个贫困户的工作要做细；面上，

各种文字的资料要准备完整。另外，还有大量的问
题在“路上”，解决一个突发问题，可能就需要半天
时间，这就意味着日常工作被“耽搁”半天时间。

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前贫困户见到县领
导，就像见到大领导、贵客，要么毕恭毕敬，要么赶
紧抓住时机反映问题，有个别的还会拦路“告状”。
但现在县领导去村里调研，要想找贫困户了解情
况，有些贫困户都懒得露面——— 多打半天工，能多

挣四十块钱。
每个村子都有机关干部驻村，而且不止一

两个。以前贫困户找领导不容易，现在找领导很
容易，反倒是领导找贫困户难。

挂职期间，我和扶贫队员不敢懈怠，其中一
部分原因就是受一线扶贫干部感染。我们报道
挖掘了一批敬业奉献的优秀扶贫干部，但也只
是呈现了其中一部分。

脱贫攻坚一线是大熔炉，是塑造干部的地
方，磨炼作风的地方，是培养战斗力的地方。在
脱贫攻坚这场战斗中，基层干部作为一个群体，
所表现出的信念、意志力、战斗力，以及奉献和
牺牲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这是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后呈现出的变
化。不怕苦，不怕累，争分夺秒，不计得失，扎根
基层，深入群众……扶贫一线磨炼出的干部“心
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他们
做到了“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
的贴心人和班子的带头人”。

挂职期间，正值“产业脱贫”高歌猛进，与之
相关，一场影响深远的乡村再造悄然发生。大量
“田园综合体”出现，大量留守老人流转出土地成
为打工一族，一批村干部升级为产业经营者，一
批职业经理人杀向农村……
受限于自然条件，乡村做产业或成或败，但在

这个过程中，产业人才在慢慢积聚。这是一笔财
富。乡村振兴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
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
丽家园，想实现这一切，产业人才是基础之一。

有次到五德镇调研，在万亩生态茶园遇见一
个年轻人。他前几年在山上租了 300 亩地，全部
种上茶树。再过一年，他的茶园就可以采摘茶青，
按照每亩收入 3000 元计算，正常收入每年至少
90 万元。他感谢扶贫政策让他享受了红利———
几百亩茶园，他的投入只有租地和平整土地费
用，其他诸如茶苗、修路等成本都是政府支出。当

然，他的茶园也带动了贫困户增收——— 老人在这
里打工，一天有 80元至 100元的收入。

产业人才积聚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贫困地区
鼓励集体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合作，带动贫困户脱贫。
把龙头企业引进来，把职业经理人请进来，把“田园综
合体”建起来，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带动显而易见。此

外，高薪招徕职业经理人到贫困山村来工作，在过去
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它所带来的理念震动，不可低估。

过去农村最缺两类人：懂产业的，愿意牺牲
个人短期利益带着集体干的。现在这两类人都在
慢慢向农村汇聚。《新华每日电讯》曾整版刊登我
和同事采写的报道，讲述石阡几位脱贫领头雁的

故事。这群领头雁的共性就是：视野宽，懂产
业，肯为集体经济发展做出牺牲。

这些人才之所以回到农村，一方面是他们
在农户中本就拥有极高的威信，另一方面，他
们也看到了脱贫攻坚所带来的机遇，包括政策
帮扶、资金支持，以及相关激励机制。

有位村支书跟我说，他知道自己不管在外
边挣多少钱，最终还是要回到老家。如果找一
个最好的机会回来，那应该就是现在。

人才回归，产业做大，大部分村干部的视
野和专业性也随之提升。石阡龙塘镇大屯村发
展茶产业，建起完整的茶产业链，适应产业发
展要求，5 名村干部也各有专长，分别负责茶
叶种植、管护、加工、市场。

在大屯村，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懂茶，《新华
每日电讯》曾刊登我和同事的报道，就是讲述
大屯村如何把党支部建在茶产业链上。

前段时间贵州有个驻村干部的请假条被广为传
播：“余驻村之时日甚久矣，多承各级领导之关怀照顾，
在此深表感涕。近日舍妹将要出嫁，忆童年趣事，余常
捧腹开怀，已然二十春秋，不言青梅，常言手足情深，作
其兄长，理应到场祝福……”

一个年轻驻村干部，因为妹妹结婚，想请假两三
天，于是模仿《陈情表》，写了一篇古体文。随后，驻村第
一书记审核签字时附了一首打油诗。

照理说，扶贫一线工作繁忙，压力巨大，驻村干部
不应该浪费时间玩文字游戏。但是这张假条却引发了
驻村干部的共鸣，很多人即兴创作打油诗附和。

一个人的文字游戏，变成了集体的文字游戏。这反
映出驻村干部群体的特征：年轻人多，高学历的多，承
担的任务多。

近几年，大批年轻机关干部被派到贫困村驻村包
组，他们和传统村干部明显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
从校门到单位门的年轻人，社会经验不多，对农村缺乏
了解，对基层问题的复杂性缺少认知，但是他们干事有
热情，有激情，敢说敢做，各有所长，正好和村干部形成
互补。

在我们所帮扶的贵州石阡，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
平均年龄只有 37 岁，30 岁及以下占比 27 . 07%，40 岁
及以下占比 67 . 59%；具有大学学历(含硕士和博士)
的占 53 . 59%，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 95 . 95%。在老龄
化突出的贫困村，这些年轻、学历高的驻村干部，经受
的考验是全方位的，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很多时候，驻村第一书记什么都要干，什么都要会
干，文能写报告，武能下地、下厨房。但年轻干部到村里
做群众工作，首先要熟悉村民做事的逻辑和方式。有驻
村干部总结经验：与村两委班子和困难群众交流，如果
正儿八经在空调屋里开会，必定达不到预期效果，并且
可能适得其反。端一个大瓷碗蹲在家门口吃饭，饭后站
着闲聊、瞎扯，这个时候反而能听到真心话。

到石阡后，我认识的第一个本地驻村第一书记叫
蔡小勇。在我们派驻第一书记之前，他在大坪村担任第
一书记。蔡小勇是复转军人，家境不错。有时着急进村，
他会开着自己家里人的车上山。他为人挺低调，有次我
到村里调研到很晚，就在村民家里吃晚饭。大家骗我说，
村民请了厨师来做饭，我听后想去制止，但是进厨房一
看，发现是他在做饭。大家大笑。

我们后来派驻到大坪村的第一书记老宾，老家就
在西南地区，所以到村里适应得非常快，迅速和村民打
成一片。老宾在村里很忙，我去村里调研经常看到村民
找他反映问题，村民们信任他，他有时一天要调解两起
村民纠纷。

年轻驻村干部到村里后，一张白纸，满腔热血，心态
好了很多。今年以来，我们所帮扶地区要求包组干部为
每个贫困户撰写精准识别报告，报告篇幅很长，既要详
尽，又要精准。这对于村干部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但对于年轻的驻村干部来说，这就不是什么问题。
驻村干部和村支书合理分工，村支书负责抓产业，驻村
干部负责文案工作，各施所长，各有各的辛苦。

长期扎根农村对年轻的驻村干部来说，也是一种历
练和补课。有个年轻驻村干部讲，驻村一年多让他明白
了自己想要什么，等驻村结束，他可能会重新选择职业。

驻村干部“三多”

驻村干部群体的特征：年轻人多，

高学历的多，承担的任务多

下乡调研是挂职扶贫干部最快乐的时光，但在快
乐之余有“三怕”：怕暴雨、怕蚊虫、怕贫困户不在家。

初到石阡，为尽快熟悉情况，我和同事打印了一张
地图，制定计划：每天调研一个乡镇。计划推进比较顺
利，只有一次受阻：出发前预告暴雨将至，只好临时取
消行程。

如果换在北方，雨挡不住车，但在石阡要格外谨慎。
多山、多雨，独特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一个独特现

象：一到汛期，路边的山体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垮塌，影
响路面通行，有时高速路都会因为垮塌不得不暂时封
路。有次下乡调研，我们路遇山体小垮塌。前夜下了雨，
山上的泥石滑下来堵了路。在我和同事清理路面的同
时，泥石还在继续缓缓往下滑。

雨多、山多，空气湿润，生态好，自然而然蚊虫也
多。国荣极贫乡，是我调研次数最多的乡镇之一，但我
和同事欧甸丘每次去调研，都会被蚊虫围攻。过去人迹
罕至的深山、荒山是蚊虫的天然领地，现在这些荒山被
改造成产业基地，人进来，蚊虫并没有离开。到基地调
研，只要停下来交流，至少会被咬一两个包。石阡的蚊
虫特别“热情”，人被咬后消肿很慢。大多数时候，旧包
未去，新包又来。

不过，下乡调研最担心的并不是这些苦，而是贫困
户不在家。首先是耽误时间，在山区调研，原本时间成
本就高，如果贫困户不在家，会进一步增加时间成本。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贫困户的收入。

贫困户不在家，可能是去采茶青，可能是去附近务
工，也可能进城办事。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把他们叫回
来，对他们来说都是实打实的损失。即使是老人，务工
一天也有 50-80 块钱的收入，如果是青壮年，那会更
多。所以每次遇见这种情况，我会提醒村干部，如果贫
困户出去务工，就不要特意把他们叫回来。

后来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和贫困户交流完，
不管是不是帮他们解决了实际问题，我都会表达一下
歉意，说句耽误了他们务工。

下乡调研“三怕”

下乡调研有“三怕”：怕暴雨，怕蚊虫，

怕贫困户不在家

重新定义“美好生活”

过去农民满足于房前屋后的忙碌，守着一两亩田不
撒手。现在他们接受了现代农业，连老人们都走进合作
社，对未来“职业设计”有了全新思考

一线磨炼“四有”干部
每个村子都有机关干部驻村，而且不止一两个。以

前贫困户找领导不容易，现在找领导很容易，反倒是领
导找贫困户难

这些人才之所以回到农村，一方面是他们在农户中
本就拥有极高的威信，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了脱贫攻坚
所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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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来了职业经理人

除了贫困，脱贫攻坚还改变了什么

▲下乡调研，路遇村民挑着一担玉米回家。脱贫攻坚改变了贫困山区的种植习惯，未来像这样的场景可能不多见了。 本报记者田朝晖摄

【编者按】

脱贫攻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
决战。

去年，新华每日电讯编委田朝晖被
任命为新华社驻石阡扶贫工作队队长，
挂任贵州铜仁市市长助理、石阡县委副
书记，和战友一起，深入深度贫困地区和
脱贫攻坚主战场参与扶贫。

一年多以来，田朝晖克服了孩子尚
小、父母突遭车祸等巨大家庭困难，以顽
强的毅力斗志，务实的工作作风，出色的

工作能力，卓有成效地推动当地的精准
脱贫攻坚工作，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真
心赞誉。他甘于奉献的扶贫事迹被媒体
报道后，广受网民点赞，“国社扶贫，是认
真的；派出的扶贫干部，是杠杠的！”“这

样的好干部多一些，扶贫工作就能踏实
一些”……

田朝晖同志还不忘新闻工作者本
色，一手倾心倾力扎实扶贫，一手拿笔，
采写发表大量石阡脱贫攻坚的报道，大

大激励了当地脱贫攻坚战士气。
一年多，他见证了西南贫困山区

的巨变，见证了一线扶贫干部的艰辛，
也看见了最后一批贫困人群在这场决
战中的真实状态。除了日常的报道，他
还想把这段看似寻常实则波澜壮阔的
历史，记录下来，呈现出来，以这种方
式向所有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
群众致敬！

本报特辟《扶贫亲历》栏目，还原
这场决战中的点滴。（扫描本版右下角
二维码，阅读上期《扶贫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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