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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连 10 月 9 日电(记者蔡拥军、白涌泉)一
边是波澜壮阔的大海，一边是巍巍连绵的群山，原本并
无交集的辽宁大连与贵州六盘水，因东西部扶贫协作
而结缘。近年来，两地跨越山水，在教育、医疗、农业等
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携手共筑小康。

教育帮扶：怕不能把最好的都给予学生

提起妻子，郭云涵哭了。因赴贵州支教，他把原本
定于 9 月的婚期提前了两个月，蜜月都没过，就来到贵
州六盘水市，走上了新工作岗位。今年 8 月，包括郭云
涵在内的 6 名大连籍中学教师来到六盘水市第八中
学，开始了为期 1 年的支教。

“八中的学生大多来自山里，他们平时比较腼腆，
如何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我们一直在思考。”大连赴
六盘水支教组组长、六盘水市第八中学副校长潘永久
说，郭云涵老师发型很“潮”，我们建议他保留，一是想
给学生新鲜感，二是想告诉学生，世界不是一元的，鼓
励他们去“尝新”。

来六盘水之前，几位教师就开始与六盘水方面对
接，了解这里的教学情况。教案、模拟试卷等各种资料
带了满满一箱。支教组教师坦言，恨不能把在大连工作

的所有资料都搬过来。“怕不能胜任支教工作，更怕不
能把最好的都给这里的学生。”

“大连来的教师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他们
还翻山越岭结伴家访，做问卷。”六盘水市第八中学
校长卢颜说，能吃苦，是大连支教组给他最深刻的印
象。

六盘水第八中学的 6 名支教教师只是大连赴六盘
水开展东西部教育协作的一个缩影。2017 年 5 月至
今，大连市共选派 48 名优秀教师赴六盘水支教；接收
六盘水赴大连挂职培训校长 129 人、培训教师 50 人，
两地教育协作的长效机制初步建立。

医疗援助：悠悠民生，健康最大

在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骨二科走廊上，至今还悬挂
着一名患者送给崔文权的锦旗：医术精湛，医德高
尚。

提起崔文权，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骨科的医生都竖
起了大拇指。“崔老师在这里工作一年手把手教学，我
们受益良多，医院骨科诊疗水平至少上升了两个档
次。”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骨二科医生王春风说。

2017 年 6 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大连市中心医院

选派资深骨科专家崔文权到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骨科开
展为期一年的驻地医疗帮扶。一年来，他带领科室成功
完成复杂骨科手术及微创手术 86 例，并填补了六盘水
骨科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

来自六盘水水城县南开乡的陈国辉膝关节坏死后
拄拐 9 年，最严重时已不能下地。医院邀请已回到大连
的崔文权再次赴六盘水完成这例手术。“一年的时间不
长，但回去之后我却常常惦记这里，能与大家一起完成
这例手术我感到很高兴很荣幸。”崔文权说。

大医精诚，止于至善。六盘水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陈冬梅说，去年医院收治了一名 HIV 病人，崔文权冒
着职业暴露被感染的风险，主动申请为这名患者实施
骨折复位固定手术。

来自大连市卫计委的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大连市
已选派不同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 17 批次，68 人赴六
盘水市通过开展教学查房、学术讲座、手术示教等形式
开展技术援助、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获得当地医护人
员与患者的广泛好评。

产业扶贫：黔货出山，走进大连

2014 年，大连市注资帮助六盘水市水城县巴浪河

猕猴桃基地建设排水沟和运输道路，使基地配套基
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果园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促进
了基地农户的果园稳产丰收。

六盘水市扶贫局局长蒋泽选说，一方面农户每
年可获得土地入股保底分红 2000 元以上收益，一方
面贫困劳动力参与项目基地建设，每户务工收入年
均达 2 万元以上。“随着该项目基地的建成，基地涉
及的 27 户贫困农户逐步摆脱了贫困。”

黔货出山，走进大连。“六盘水红心猕猴桃在大
连市场销售情况很好，大连市场从最开始不清楚到
逐步了解再到现在特别欢迎六盘水农特产品，我们
下了一番功夫。”六盘水市水城县扶贫局副局长孙永
胜说。

2012 年至 2017 年，六盘水贫困人口从 97 . 52
万人下降至 18 . 67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38 . 3% 下降
至 7 . 34%，首次低于贵州省平均水平。2018 年，六
盘水市将计划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 万人，213 个贫
困村出列，盘州市、六枝特区按国家标准实现“脱贫
摘帽”。

六盘水市委副秘书长赵明华说，2018 年大连市
向六盘水投入财政援助资金 1 . 02 亿元，同比增长
260%；社会捐赠物 921 . 6 万元，是去年的 7 . 1 倍。

因扶贫而结缘，山海相连携手奔小康
大连对口帮扶六盘水见闻

▲ 10 月 10 日，江禾田园农业综合体的员工
在检测甜瓜的种植情况。

近年来，江西省全南县依托昼夜温差大的山
区气候，建立集现代农业、观光旅游、新农村建
设为一体的江禾田园农业综合体，该综合体占地
面积约 5 万亩，采取统一育苗、统一标准、统一
管理、统一销售、统一品牌的模式，发展高山蔬
菜种植产业，辐射带动周边农户走增收致富之
路。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
10 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了解到，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
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
展深度贫困地区技能扶贫
行动的通知》，决定从现在
起至 2020 年底，在全国组
织开展深度贫困地区技能
扶贫行动。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技能
扶贫行动重点帮扶对象为
国家和省定贫困县(村)、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贫困劳动力。技能扶贫
行动要重点依托就业扶
贫、产业扶贫和劳务输出
项目，大力开展就业技能
培训，促进实现转移就业。
支持企业开展职工培训，
开展技能脱贫千校行动，
加大对口帮扶力度。做好
职业技能培训结业考核和
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推动
落实劳动者自主选择培训
机构和培训项目、按培训
补贴标准领取补贴的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加强基础
能力建设，帮扶深度贫困
地区职业培训机构和技工
院校提高办学水平。2020
年底前，实现“三区三州”
每所技工院校至少建设一
个特色优势主体专业、建
立一个资料室，每名教师
至少参加一次培训。

这位负责人表示，要
用好用足贫困劳动力职业
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项目制培训、失业保险
参保职工技能提升等各项补贴政策，对就读技工
院校的贫困家庭学生落实各项支持政策。

据了解，技能扶贫行动实施工作分为四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现在起至今年 12 月底前，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抓紧对技能扶贫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开展相关工作。第二阶段为 2019 年全年，各地
深入开展技能扶贫工作。第三阶段为 2020 年 1 至
9 月，攻坚扫尾，确保完成任务目标。第四阶段为
2020 年 10 至 12 月，对技能扶贫工作进行评估总
结。

据统计，2017 年全国开展政府补贴性贫困劳
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约 206 万人次；1059 所技工院
校参与技能脱贫千校行动，当年累计招收贫困家
庭学生约 6 万人，当年面向贫困劳动力开展职业
培训约 16 万人，培训后约 10 万人实现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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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全 南 ： 高 山 蔬 菜

田园综合体助力脱贫攻坚

新华社石家庄 10 月 10 日电(记者王民、徐步云)
“俺家沿大运河的三亩多地都流转给了绿化公司，一亩
地一年有 1000 元的流转费，每年不仅能稳定增收
3100 元，按协议年底还能拿到 1000 元的入股分红。”
在河北吴桥县宋门乡第五村，说起县里的“绿色扶贫”
政策，闻德龙憨厚地笑了。

今年 67 岁的他曾是村里的因病致贫贫困户。
2015 年，闻德龙被查出膀胱肿瘤，虽然经过治疗

病情得到了控制，但再不能担当家里的主要劳动。“治
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借了不少债。那时候下不了地，
打不了工，闲在家里特别着急！”回忆起当年捉襟见肘
的日子，闻德龙忍不住落泪。

而如今，他又有活干了——— 在自己流转的土地上
做起了护林员。

为了给把土地流转出来的贫困户提供就业，吴桥

县利用护林员等公益性岗位进行兜底，优先安排贫困
户从事树木安全巡查等力所能及的工作。

“种好林木、护好运河，每年还有 1200 元的岗位补
贴，也不耽误照顾生病的妻女，这个政策真好！”和闻德
龙一样担任护林员的同村贫困户赵志军说。

吴桥县是河北省扶贫开发重点县，京杭大运河自南
向北流经全境，总长 34 公里。如何把脱贫攻坚和大运河
生态绿化建设结合起来，通过“绿色扶贫”助力贫困户稳
定增收，成了吴桥县转变产业扶贫思路的新方向。

今年 3 月，吴桥县依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吴桥县
支行为吴桥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放的 2 . 4 亿元扶贫
过桥贷款，开发大运河吴桥段东堤 9 万余亩土地流转
和造林项目，打造了京沪高速高铁两侧绿廊和两公里
宽的大运河绿色景观带。目前，绿化入股政策惠及了全
县 20 个贫困村、1852 户贫困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898 人。
吴桥县建投公司总经理靳国起介绍，吴桥县“绿色

扶贫”实现了“一举五得”：一是贫困户赚股金；二是项
目区农户得土地租金；三是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就业
拿补贴；四是大运河绿化有效延伸了传统杂技旅游产
业链，带动了旅游增收；五是保护了生态，优化了居住
环境。

年累计收入 5300 元，节省家庭支出 1060 元……
在闻德龙家里卧室的墙上，一张《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
政策一览表》引人注目，上面清晰地罗列了他享受的帮
扶措施和收入明细。而这座房子去年被作为危房改造，
让他得到了 8000 元的扶贫补贴。“收入多了，就不会感
觉自己没用了！”闻德龙说。

今年 9 月 29 日，吴桥县同河北其他 24 个县(市、
区)一起退出了贫困县序列。

河北吴桥“绿色扶贫”：绿了大运河，富了贫困户

新华社重庆 10 月 10 日电(记者韩振)海拔 1380
米的巫山县巫峡镇春泉村教学点，今年暑假迎来了建
成投用后的第一批学生。为解决村里学生就近入学难
题，去年 10 月巫山县投入 320 万元资金建设了这所崭
新的学校。记者在学校内看到，两栋三层楼高的校舍刚
刚落成，一些孩子正在操场内打篮球、乒乓球。

教育条件大幅改善，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回
流”。在巫峡镇春泉村村民姜贤保的家里，5 岁的孙子
正准备到家门口的春泉村教学点上学。“以前他跟随打
工的父母在外地上幼儿园，一个月学费要 2000 多元，
回到村里读幼儿园后，一个月只交 250 元的保育费，还
能享受每天 4 元的营养改善计划补贴，父母在外打工
也不用操心了。”姜贤保说，村里多名学生都是从外地
转回来的。

“因贫辍学是造成贫困代际相传的重要因素，近年

来巫山县有针对性地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加大投入提
升农村地区教育质量，构建全阶段不断档的资助体系，
实施全覆盖精准化的控辍保学，不让一个孩子因贫辍
学。”巫山县委书记李春奎说。

38 岁的两坪乡仙桥村村民董德印，家中有多个孩
子负担较大，受益于 2015 年巫山县实施的贫困家庭学
生资助政策，“读初二的大儿子享受每学期 475 元的生
活补助和每天 4 元的营养改善补助；读五年级的二儿
子享受每天 4 元的营养改善补助，现在孩子读书基本
不花钱了。”掰着指头给记者算着账，她说，她和丈夫务
工，于 2016 年成功脱贫。

“全县三年累计资助 10.1万人次 1.43亿元，其中贫
困家庭 6.5万人次近亿元。”巫山县县长曹邦兴说，以大学
资助为例，巫山不但在第一年资助 5000元，还每学期资助
1500元，确保学生完成学业。同时巫山还积极落实生源地

助学贷款，三年来共为 2.7万人次提供近 2亿元贷款。
“没有政府的资助，我孙子就不会完成学业，也不

会有今天的发展。”骡坪镇茶园村黄亿秀老人难掩激
动。老人的孙子叫梁令，9 岁父母离异后，与年迈的奶
奶相依为命。读大学时，6000 元的助学贷款帮助梁令
完成了学业。如今，梁令正带动周边乡镇 800 户村民种
植中药材致富。

当地部分残障学生也因上学不便而失学。为解决
这一问题，巫山通过学籍、户籍、扶贫信息比对进行全
面筛查，针对个体差异实施精准教育，确保每一个孩子
都有学习的机会。

系列措施保障下，地处秦巴山区的巫山县入学率
显著提升。据统计，巫山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提升至
84 . 2%，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100%，巩固率 99 . 49%，
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 10 . 7 年。

重庆巫山教育扶贫：不让一个孩子因贫辍学

新华社兰州 10 月 10 日电(记者王朋)记者 10 日
从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了解到，甘肃省两当县、临夏
市等 18 个县市区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是甘肃省第一次
实现贫困县数量的净减少。

根据相关规定，经县级申请、市级初审、省级评估、
社会公示和国家专项评估检查，皋兰县、崆峒区、正宁
县、两当县、临夏市、合作市等 6 个片区贫困县符合贫
困县退出条件。同时，经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

审定，七里河区、凉州区、民勤县、永昌县、瓜州县、甘州
区、高台县、山丹县、民乐县、肃南县、西峰区、白银区等
12 个插花型贫困县区符合贫困县退出条件。

甘肃省扶贫办主任任燕顺说，按照贫困县退出有
关规定，两当县、临夏市等 18 个县市区实现脱贫摘帽，
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是国家设定贫困县以来，甘肃省
首次实现贫困县数量的净减少，也为今后甘肃其他贫
困县有序规范退出积累了经验。”

甘肃是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最困难的省份之一，
全省 86 个县市区中，有 58 个县列入六盘山、秦巴山和
藏区“三大片区”贫困县，此外还有 17 个插花型贫困
县，脱贫攻坚难度大。

近年来，甘肃实施一系列脱贫举措。截至去年底，甘
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 2013 年的 552 万人减少至 189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9.6%，58个片区贫困县农村居
民可支配收入达到 7194元，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

甘肃 18 个县市区“摘帽”，首次实现贫困县数量净减

 10 月 6 日，
工人在广宗县一
“就业扶贫车间”内
工作。

近年来，河北
省广宗县积极创新
产业扶贫模式，启
动“百企帮百村”精
准扶贫行动，引导
企业与村庄结对帮
扶，把就业扶贫岗
位送到贫困群众家
门口。目前，广宗县
已开设“扶贫就业
车间”42 个，帮助
当地 2000 多名贫
困劳动力在家门口
就业。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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