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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2 月 14 日电(记者李松)在重庆石柱
县中益乡，“85 后”宋健返乡创业两年多，在扶贫政策
支持下，领着乡亲们规模化养殖中蜂，蜂蜜收购范围覆
盖全乡上千农民，让原生态蜂蜜成为群众致富产业。

中益乡是重庆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近些年重
庆把这些乡镇作为脱贫攻坚“重中之重”，扶贫精准到
人头，统筹到区域，发力改善发展环境，推动产业调整，
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扶贫精准到人头，统筹到区域

脱贫攻坚必须聚焦深度贫困。重庆对照贫困发生
率高、生存环境差等“硬指标”，识别出 18 个深度贫困
乡镇，精准发力拔“穷根”。

“为啃下这些扶贫‘硬骨头’，每个乡镇由 1 名市领
导担任脱贫攻坚指挥长，负责顶层设计、督促检查，谋
划好思路，把握好方向，统筹好资源。”重庆市扶贫办主
任刘贵忠说，同时，实施产业扶贫、生态保护、公共服务
提升等七大脱贫攻坚行动，扶贫资金、项目向深度贫困
乡镇倾斜，确保帮扶无死角、无遗漏。

瞄准“穷根”开出“药方”，到人到户解决民生难题

是一项重点工作。中益乡有近半群众生活在海拔千余
米的高山上，住房多为土木结构，有的破旧不堪。中益
乡驻乡工作队队长李建树说，乡里多方筹资，通过易地
搬迁、危旧房改造，已基本解决贫困户住房安全问题。

以深度贫困乡镇为单元的脱贫攻坚，另一项任务
是统筹区域发展，提高带动力。其中，开州区大进镇打
破村社界限，跨区域实施交通、水利等项目，形成外联
内畅的完整路网，缓解了群众行路难、饮水难。

目前，重庆深度贫困乡镇已启动脱贫项目 1500 多
个，基础设施短板加快补齐。

产业深度调整，守着青山不受穷

在重庆，深度贫困乡镇之变，背后是产业结构深度
调整：一是培育了新的产业增长点，二是改造了存量产
业，挖掘新的市场价值。

大巴山深处的红池坝镇距离巫溪县城 100 多公
里，贫困发生率 30% 多。以前农民种的是玉米、红薯、
洋芋“三大坨”，收成低、效益差，辛苦一年下来，仅能维
持温饱。

但红池坝镇也有独特的潜力，那就是靠近国家 4A

级景区红池坝。但过去受制于交通闭塞，这个镇每年与
上百万人次游客“擦肩而过”，守着青山仍受穷。

为此红池坝镇提出“农旅融合、旅为龙头”的思路，
正在“产业再造”。巫溪县副县长王仕杰说，想端上“旅
游饭”，要突破交通瓶颈。红池坝镇正在修建两条贯通
全镇并连接红池坝景区的干线公路，发展度假民宿，
“留下过路的游客，也就留下了旅游财富。”

立足资源禀赋，盘活、改造传统产业的工作也在推
进中。中益乡经过调研，决定发展以中蜂、特色果蔬为
重点的特色效益农业。

同样是养蜂，如今大不同。在中益乡坪坝村一片草
地里，整齐摆放着不少蜂箱，四周装上了摄像头。“市民
缴纳认购费后，便可获得蜂箱一年的收成。而且摄像头
实时监控，蜂蜜品质不打折扣。”中益乡引进的企业五
度农业公司与贫困户签订中蜂代养代销协议，群众每
年还能分红。

优秀干部下沉一线，群众参与扶贫

全过程

深度贫困乡镇空心村多，青壮劳力流失多，脱贫攻

坚、乡村建设急需人才。为此，重庆善用外力，选派优
秀党员干部、引入新型乡村人才，下沉一线，助推发
展。

“市里选派了 18 名副厅级干部担任驻深度贫困
乡镇工作队队长，并精选市级各部门 80 多名干部担
任贫困村第一书记，访民情、做规划、推项目。”刘贵
忠说。

驻乡工作队组织动员、政策协调、监督督促等优
势正在发挥。在酉阳县浪坪乡，饮水难一直是群众呼
吁解决的民生大事。为此，浪坪乡驻乡工作队牵头与
市级部门对接，争取项目资金，又积极协调酉阳、彭
水两县相关单位，争取跨县域调水。

不少地方还创新机制，让群众参与扶贫项目立
项、实施、监督全过程，脱贫攻坚有了发言权，脱贫内
生动力得到激发。

在红池坝镇渔沙村，为发展肉牛养殖，杨自
清等群众代表与政府、企业工作人员一道去河南
购牛，对肉牛质量好坏、价格是否公道全程把关。
杨自清说，搞扶贫产业是咱自己的事情，一点不
能含糊。牛壮了卖出去，家家户户都受益，脱贫信
心更足了。

“在最穷的地方，下最大的脱贫力气”
重庆攻坚深度贫困见闻

“老伴去世了，我到‘扶贫小
院’做加工活后，每天差不多能挣
30 块钱，和大家伙一起热热闹闹
地干活，还消除寂寞了……”河北
新河县荆庄乡荆庄村“扶贫小院”
里，60 多岁的王素稳一边安装轻
便简易的生日蜡烛部件，一边用
朴实的话语说着。

小院业主孙建青介绍，小院
承接宁晋县百花烛业有限公司的
生日蜡烛配件安装业务，吸纳 16
人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7
户 7 人。

农村留守妇女、残疾人、老年
人等具备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弱病
残人群，虽有强烈的就业愿望，但
囿于身体、家庭等条件，无法出村
到工厂打工，需要强度低、易入
门、离家近的就业岗位，是脱贫攻
坚的“硬骨头”。

近年来，新河县通过协调场
地、帮助办理工商注册登记、落实
补贴政策等措施，引导爱心企业
和人士办起居家加工的“扶贫小
院”(“扶贫车间”)。在新河县，“扶
贫小院”不仅帮助老弱病残等贫
困劳动力稳定就业增收，而且还
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等层面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
战略的落地生根。

新河县人社局局长徐向国介
绍，人社局引导“扶贫小院”“扶贫车
间”建设，2018年审核挂牌的 16个
“扶贫小院”和扶贫车间，带动 210
名老人、妇女、残疾人和贫困劳动
力就地就近打工挣钱，年人均增收
5000元以上，打通了“老弱病残”贫
困户就业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打造就业创业两平台

“全乡 19个村都有儿童玩具、
生日蜡烛等零部件的代加工点，
共吸纳百余户贫困户就业，其中
像荆庄村孙建青这样县人社局挂
牌的‘扶贫小院’有 4家。”荆庄乡党
委书记张献涛表示，乡村两级组
织把“扶贫小院”作为增加脱贫致
富内生动力的重要载体，组织各
加工点与生日蜡烛厂家对接，争
取更多的加工“活”源，培育荆庄乡就业扶贫的特色。

当地干部群众认为，扶贫小院吸引了农村劳动
力就近就地就业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有利于
留住农村青年人才，集聚先进生产要素，破解农村空
心化、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问题。

“扶贫小院”“扶贫车间”等微工厂实行来料加
工、订单生产，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延伸拓展，既
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也打造了农村就业创业两个
平台，助推了“产业兴旺”的实现。比如，碧桂园新河
乡村振兴办公室和新河县供销社在寻寨镇殷家庄村
建立的“扶贫车间”，开展组装“西洋剑”儿童玩具和
加工蜡烛的技能擂台竞赛，有效增强了贫困户致富
靠双手的意识，提高了劳动效率。

坚持“治理有效”“乡风文明”两着力

新河县将 2019 年确定为乡村振兴推进年，提出
巩固脱贫成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建设美丽乡村，
培育乡风文明。广大干部群众认为，“扶贫小院”不仅
带动脱贫致富，而且可通过基层党组织的细致工作，
逐步把“扶贫小院”变成“爱心小院”，推动移风易俗，
实现有效治理。

县供销社驻殷家庄村扶贫脱贫工作队队长王子
明说，过去这个村三五成群在街口打牌、聊闲天现象
很常见。建起“扶贫车间”后，老百姓尝到了甜头，大
白天玩牌的少了，村风得到明显改善。

笔者在调研和与在场的干部群众交流中深切感
到，“扶贫小院”和“扶贫车间”虽小，学问却很大，特
别是通过签订双向协议，约定从业人员工作机会、工
资水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法治观念。而且从社
会学的角度讲，进入“扶贫小院”务工的村民们，聚在
一起，边干边聊，增进了相互的感情，增加了安全感
和幸福感。这无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益实践。

(汪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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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2 月 14 日电(记者史卫燕)正月初十，
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街道锣鼓村的村道上，
驻村帮扶工作队员蔡再华步履匆忙而坚定。今年，他的
一位“穷亲戚”夏世伟准备年后在家乡就业，为已经大
有改观的生活再添一把幸福的柴火，蔡再华此次正是
要借着拜年，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简短的祝福和问候之后，蔡再华便拿出益阳市
2019 年春季招工计划表，上面有益阳市 45 家企业的
2882 个岗位。夏世伟自己有慢性疾病，家中还有母亲、
妻子和女儿需要照顾。他告诉记者，想找一份离家近、
月工资 3000 元左右的工作，这样既方便照顾家里，又
能为改善家庭条件出一份力。

经过一番认真对比，夏世伟看上了湖南艾华集团
的钉卷操作工岗位。蔡再华立即表示，帮扶队将从信息
沟通、岗位培训等入手，促成他得到心仪的工作。

二人商量着，转眼快到晌午，蔡再华告辞，赶往贫

困户罗叶军家。远远地他便看到一群人敲锣打鼓、喜气
洋洋。罗叶军家因父亲生前重病致贫，通过两年的努力
和多方帮助，家庭条件有了改善。今天，他即将步入婚
姻的殿堂，开启幸福的生活。

看到蔡再华，罗叶军赶忙笑容满面地迎了出来，激
动地说：“在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我家日子蒸蒸日上
啊！您是贵客，请上座！”“恭喜啊小罗！听说你今年想在
家门口就业，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希望给你来个双喜
临门！”蔡再华说着便拿出了招工计划表，“这是今年益
阳市最新出炉的春季招工计划表，你看看有没有满意
的。”看到家门口就有这么多好工作，罗叶军和妻子喜
出望外，不停道谢。

喜上眉梢的还有赫山区新市渡镇自搭桥村的贫困
户卜德中。2018 年他在镇村两级的帮助下开始种植艾
草，每亩每年能有 2000 元的收入。正月里，合作社社长
贺铁忠便带着技术员来到他家，给他送来今年的种植

计划和技术。贺铁忠介绍，艾草无须每年播种，今年
收割以后来年会自然生长，投入低，难度小，非常适
合贫困户种植。卜德中说：“镇村干部给了我很大的
帮助，我相信，今年在他们和合作社的支持下，我的
收成会更好。”

扶贫先扶志，这是赫山区脱贫攻坚春节走访行
动的出发点。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全区共发动
4775 名帮扶干部下到全区 172 个村，为贫困户送祝
福、送岗位、送技术、送计划，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帮助他们早日过上幸福生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相信通过勤劳的双
手，贫困群众都可以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创造不平凡
的拼搏故事。”贺铁忠说。

据悉，2018 年赫山区面向贫困户完成技能培训
2375 人、岗位提升培训 3417 人、创业培训 720 人。
这里面，相当一部分人已成功脱贫。

过大年走“穷亲” 岗位技术当礼品

▲乌英苗寨的村民们扛着芦笙参加大年初一的聚
会（2 月 5 日摄）。

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的大苗山深处，共有 140
户，其中 100 户属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
党鸠村，40 户属贵州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南岑
村。苗年和春节，是乌英苗寨两个最隆重的节日。苗年
为腊月初的十几天，每年这个时候，外出的人们便陆续
返乡，吹芦笙、跳苗舞、品百家宴，庆祝节日。

过完苗年，乌英苗寨里的芦笙苗舞并不停歇，人们
又进入“春节时间”。过去一年，这个贫困苗寨发生了很
多改变：30 多户贫困户脱贫、10 户村民新建了木楼，
120 多户完成“三改”（改厕改厨改圈）、宽带网络开始
进入贫困户家庭，苗寨修建了新的办公大楼和戏台，第
二条水泥路即将修通……搬新居、办喜酒、组织篮球比
赛、举办春节联欢晚会，在春节的笙歌苗舞中，乌英苗
寨 600 多名黔桂苗族群众对未来充满期待。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影报道

乌英苗寨这样过年

大年初二，乌英苗寨的年轻人参加篮球比赛
（2 月 6 日摄）。

乌英苗寨的村民们挑着禾把去参加满月酒
宴（1 月 19 日摄）。

苗 山 脱 贫 影 像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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