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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8 月 8 日电(记者王念、何伟)作为全
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广西注重选派能“打硬仗”
的党员干部到扶贫一线，近年来仅自治区直属机关派
驻到各地贫困村的第一书记就有 3400 多人。这个群体
发挥自身优势，一手抓脱贫产业一手抓基层党建，为早
日拔掉贫困山区“穷根”日夜奋战，谱写着新时代的奋
斗之歌。

抓好产业打造脱贫攻坚硬支撑

产业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来自区直机关的驻
村第一书记立足贫困村实际发展特色种植业、养殖业
和乡村旅游等，不仅促进了群众增收，一些“空壳村”集
体经济也不断壮大，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位于大石山区的上林县西燕镇岜独村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 210 户 846 人，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 38 . 4%。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派驻岜独村第一书记康勇活跃
在田间地头，与村民一起干农活、唠家常，共商脱贫大
计。在深入走访调研基础上，他与驻村工作队、村“两
委”干部反复研究，确定以发展休闲旅游为主轴、特色
种养为两翼的工作思路。

一年多来，康勇为岜独村争取到 550 多万元资金
维修村庄道路、安装护栏和节能路灯，打好乡村旅游的
基础。四季蜜芒种植面积扩大到 1500 多亩，覆盖全村
94% 的贫困户。蛋鸡产业由 6 万羽扩大到 10 万羽，龟
鳖养殖基地已投入使用。目前岜独村贫困发生率下降

到 1 . 2%。2018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41 . 36 万元。
今年 36 岁的康勇为脱贫攻坚日夜奔波，一年多体

重减了近 20 斤。“大石山区贫困村要实现脱贫，必须把
产业做大做强，我深感责任重大。”康勇说。

自治区扶贫办派驻融安县同仕村第一书记钟燕通
过深入调研吃透村情，一年多来带动贫困户种植金桔
480 亩、养殖大坡飞鸡 1 . 2 万余羽，还成立吉祥生态养
殖农场、硕香农场等。同仕村村委会主任卫树青说，目
前全村 18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已基本做到户户有产业
项目，贫困发生率已下降到 1 . 78%。

记者在广西贫困乡村采访了解到，一大批驻村第
一书记集中力量抓产业发展项目，许多村集体经济从
无到有，扶贫产业从弱到强，走出了符合各地实际的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路。

发挥优势抓党建促脱贫

自治区直属机关精准选派到贫困村的扶贫干部，
除了自己在基层一线努力拼搏，还通过抓党建激励农
村党员发挥带动、示范和表率作用，在贫困乡村打造一
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派驻到田东县立新村的第一
书记张细香，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到岗
后，张细香坚持吃住在村，泥泞路上、庄稼地里、山林水
渠都留下她奔忙的身影，群众亲切地称她为“昵书记”
(当地壮语，意为“好书记”)。

31 岁的张细香积极抓党建促脱贫，坚持每个月开
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各种党建活动 50 多次，在
党员中培养致富能手，并将政治过硬的能人发展成党
员。“让村里的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推进脱贫攻
坚事业非常重要。党员黄海带动 81 户贫困户种植芒果
258 亩、党员黄胜天带动 34 户贫困户养殖肉猪 167
头、党员韦昭东带动 12 户贫困户养牛 56 头……”张细
香说，在立新村，党员带着群众苦干实干的氛围逐渐形
成。

近期，龙州县上降乡梓丛村党总支被自治区党委
组织部命名为“五星级农村基层党组织”，而在 2015 年
前，这个村党总支还是后进党组织。当代广西杂志社派
驻梓丛村第一书记张国成按照“星级化”管理要求，完
善规章制度、邀请专家来村里讲党课、创新主题党日活
动内容、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强化村“两委”班子建
设、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在他的带领下，以党员
为骨干成立百香果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带动 63 户贫
困户。

“现在基层党组织更强了，农村党员服务村民更带
劲了，在脱贫攻坚事业中发挥着光和热。”张国成说。

扶贫一线成为锻炼干部的重要舞台

记者采访了解到，投身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与群
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八桂大地广阔天地成为他们锤
炼意志和工作作风、提升工作能力的重要舞台。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派驻田东县印茶镇龙贵
村原第一书记许秀秀下村后，一开始用机关的工作
方式搞调研，一边问一边拿着本子记，群众不习惯，
不愿意与她交心。她很快改变了工作方法，一边帮
群众干活一边商量扶贫产业发展大计，通过劳动与
群众建立深厚感情，大家开始打心眼里喜欢她。接
下来的扶贫工作顺风顺水，龙贵村摘掉了贫困的帽
子。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选派到大化瑶族自治县古河
乡丹桂村的第一书记马腾是一名“90 后”干部。他研
究生毕业于中山大学，面临自然条件恶劣、语言沟通
障碍等困难，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变形记”，从机关
干部变成了既熟悉村情民情又熟悉农村产业的乡村
干部，带领群众发展桑蚕、山羊、七百弄鸡等产业，找
准了稳定脱贫路子。“到脱贫攻坚第一线，我明白了
做基层工作要用心用情、动员群众要入脑入心、发展
产业自己先要搞懂弄通，自身群众观念也得到提
升。”马腾说。

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下到乡村，在脱贫攻坚
“主战场”上奋力拼搏，带领群众改变了千百年来的
贫困状况，自身也得到全面锻炼和提升，一批年轻干
部迅速成长起来。截至目前，广西已提拔使用驻村扶
贫干部 4000 多人。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
邓金玉说：“扶贫干部特别是驻村第一书记接受组织
安排挑重担，在广大农村干出一番事业的同时也锻
炼了自己，受到贫困群众普遍赞誉。”

奔向田间地头“拔穷根” 走入千家万户“铺富路”

广西选派能“打硬仗”的人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新华社贵阳 8 月 8 日电(记者杨洪涛、潘德鑫)“有
的产业选择不精准、主导产业不聚焦”“有的贫困县领
导干部没有聚精会神抓脱贫攻坚”“有的脱贫攻坚战术
打法不精准”……在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贵州再
次聚焦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坚持目标不变、靶心不
散、倒排工期，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

“丝毫不敢懈怠，片刻不敢松劲”

“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贵州省镇宁
县江龙镇党委书记骆桂说，脱贫攻坚战打响后，镇里在
村民组组建了脱贫攻坚工作专班，建立常态化发现、研
判、解决问题工作机制。“脱贫工作只要抓严抓实就会
有真效。”全镇贫困发生率已从 2016 年的 13 . 5% 下降
至 2018 年的 1 . 83%，累计脱贫 6943 人。

江龙镇的变迁是贵州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贵州全力实施“大扶贫”战略行动，组织实施
“春季攻势”“夏季大比武”“秋季攻势”“冬季充电”
等，部署实施以农村公路硬化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
设、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医疗住房“三保
障”四场硬仗，开展农村产业革命等一系列脱贫攻坚
行动。

为层层压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贵州调整优化帮
扶干部 1260 多人，培训村干部、帮扶干部 12 . 7 万人
次，集中整顿 400 多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措施，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3 年的 746 万人减少到 2018 年的 155 万人，贫困
发生率从 20 . 6% 下降到 4 . 3%，已有 33 个贫困县“摘
帽”。

目前，贵州仍有 8542 名驻村第一书记、4 . 3 万名
驻村干部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为全面脱贫进行最后
冲刺。“虽然江龙镇已脱贫，但我们丝毫不敢懈怠，片刻
不敢松劲。”骆桂说。

“石疙瘩”变“金疙瘩”，特色产业成

脱贫支撑

“八山一水一分田”是贵州的真实写照。全省
92 . 5% 的国土面积为山地和丘陵，73% 的国土面积为
喀斯特地貌，土地零散破碎，靠传统种植难以摆脱贫
困。为此，贵州自去年开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
力调减传统农作物，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取得明显成
效。

“今年蔬菜产量和价格都比以前好，估计可以带动

2000 多户农户增收，其中 330 多户为贫困户。”贵州省
安顺市西秀区精品蔬菜种植协会会长张国平介绍说，
目前协会蔬菜基地有近 10 万亩，这些土地以前多种玉
米、土豆等传统农作物，效益低，种蔬菜后每亩净收益
高出一倍以上。

而在一些喀斯特地貌地区，随着扶贫产业的发展，
原来的“石疙瘩”正变成“金疙瘩”。关岭县花江镇一带，
山高坡陡，土地贫瘠，石漠化严重。在多年努力下，当地
逐渐发展起花椒产业。近年来，由于花椒树进入衰老
期，经济效益大不如前。有的农户改种其他经济作物，
但效益大幅下降。

花江镇党委政府认真分析原因后，提出“板贵花椒
振兴计划”，通过技术改良、引进管理新模式，逐渐提高
质量和价格。如今，花椒重新成为当地群众的“绿色银
行”，覆盖贫困群众 1300 多户。
蔬菜、食用菌、精品水果……一个个产业扶贫项目

正逐渐发展壮大。据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测算，贵州省种
植蔬菜等经济作物相比传统玉米，平均每亩新增纯收
益 3079 元。

按照规划，贵州将对已确定的蔬菜、茶、食用菌、中
药材、辣椒、石斛等 12 个重点产业加大扶持，采取超常
规手段迅速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群众致富。

聚焦最后“堡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当前，贵州面临的脱贫任务和巩固脱贫成效依
然艰巨。截至 2018 年底，贵州贫困发生率在 10% 以
上的县还有 11 个，贫困发生率在 30% 以上的乡镇
还有 3 个，还有 1721 个深度贫困村未出列。

为此，贵州要求市州委书记、市州长要深入到贫
困发生率 30% 以上的村，县委书记、县长要深入到
贫困发生率 20% 以上的村，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
员。同时，设立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专项资金，支持
1721 个深度贫困村。

当前，贵州正深入开展“脱贫攻坚打法不精准”
专项治理，重新审核、逐村完善按时打赢方案，确保
“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按照贵州“2019 年脱贫攻坚夏秋决战行动令”
要求，从 7 月到 12 月，重点围绕深度贫困、产业革
命、两不愁三保障、减少贫困人口、贫困县出列等，集
中优势资源发起“决战攻势”，确保 2019 年减少农村
贫困人口 110 万以上，有脱贫任务的 19 个非贫困县
和已脱贫摘帽的 33 个县的剩余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

新华社南宁 8 月 8 日电(记者徐海涛)山区夏日，
56 岁的广西乐业县百坭村村医罗昌明一早便从村卫
生室出了门，包里装着血压计、血糖仪等医疗仪器以及
入户需要的材料，准备到一些贫困户家里看看。

家里有病人的贫困户是黄文秀生前特别牵挂的群
体。

黄文秀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
部。2018 年 3 月，她到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
88 户 418 名贫困群众脱贫。2019 年 6 月 17 日凌晨，
她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

“有些老人身体不好，有的家庭还因病致贫，文秀
书记驻村时时常去看他们，和我们商量如何做好帮扶
工作。”罗昌明记得文秀书记的期望，有时一出去就是
一天。

山路弯弯曲曲，走夜路难免让人有些担心，碰上雨
天，更是容易滑倒摔伤。如今，村里路边亮起的太阳能
路灯越来越多，这给罗昌明这样的晚归人增添了不少
安全感。

“文秀书记在的时候，就一直琢磨着给村里装路灯
的事情，那时为了选购价格实惠的路灯，她没少操心。”
百坭村村委会主任班智华说，目前百坭村 11 个屯的路
灯项目都已列入规划，正在逐步推进。

“过去晚上出门很不方便，现在感觉亮堂很多。”百
坭村百果屯村民班龙交的家临近村里的主干道。崭新
的路灯下，他指着依山而建、房屋高低分布的村子说：
“以后夜里出门不用打手电筒了。”

沿着百果屯往山里走，硬化路已通达百坭村最偏
远的几个屯，距离村部 10 多公里的长沙屯是其中一
个。再过几周，长沙屯的水泥路就正式通车了，村民将
告别“晴天灰尘、雨天泥泞”的土路。

山路难行，昔日乡亲们一直念叨。天气不好，开出
去的摩托车都回不了屯，有时路边一放就是四五天，
农产品运输更不用提。为改善村里的交通基础设施，
黄文秀生前花了很多心思。这些心愿正在一步步变为
现实。

“您说的运果问题我们已有考虑，现在通屯路基
本都修通了，产业路也列上了日程，目前已经有政府
部门在落实推进。”“接棒”黄文秀担任百坭村驻村第
一书记的杨杰兴对于许多村民来说是个新面孔。入户
走访，听到建档立卡贫困户梁家忠对家中砂糖橘投产
后运输问题的担忧，杨杰兴给他反馈村里最新的工作

进展。
在百坭村，建一所幼儿园也是黄文秀驻村时的

愿望之一。为了摸清情况，杨杰兴到任后不久，便多
次和教育系统的人员一起走村入户，征求群众意见。
新化镇的教师趁着暑期也深入各村屯，开展入户调
查。

“经过全面摸底发现，百坭村 0 至 6 周岁的幼儿有
100 多名，建设一所幼儿园，不仅能满足百坭村幼儿上
学难问题，还可以辐射到相邻的谐里村、中合村等的适
龄儿童。”杨杰兴说。入户碰到家里有幼儿的村民，杨杰

兴和他们分享项目的进度：“明年村里的孩子就有望直
接就近入学啦！”

行走在百坭村，感受到的不仅是变化，还有发展的
劲头。油茶、砂糖橘等产业是百坭村的主要脱贫产业，
村干部黄态度种植油茶已有 10 多年，最近村里成立了
油茶专业合作社，着手做大油茶产业。作为种植大户的
他在合作社成立伊始便担任理事。

“下一步我们还将成立砂糖橘专业合作社，努力提
高这些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带动全村脱贫致富，不遗
余力地实现文秀书记生前的心愿。”黄态度说。

黄文秀未竟的心愿现在怎么样了

咬定目标齐心协力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贵州聚焦最后“堡垒”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的几名孩子在玩耍（7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华摄

“以前吃的是‘施肥水’，现在吃的
是‘清亮水’。”黑龙江省宝清县龙头镇
龙泉村脱贫户付春明说。

付春明所在的龙泉村，虽然村名
中有“泉”字，但吃上一口干净水，却曾
是个难题。

“村里自来水已经通了三十来年
了，水管老化严重，有裂纹，许多村民家
接出来的水有沙子等杂质，村民就说是
‘施肥水’。”龙泉村党支部书记吴继民说。

转变发生在今年 7 月，村里约
8500 米自来水管道更换一新，还新建
了净水设备，自来水管流出了“清亮
水”。

龙泉村受益于黑龙江在全省实施
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饮水安全
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两不愁、三保障”的关键性指标。记
者从黑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近年来，
黑龙江省加大了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的投入力度，助力脱贫攻坚。

据了解，从 2016 年开始，黑龙江省
级财政每年都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2017 年至 2018 年，全省共投资 40 . 97
亿元，2019 年，黑龙江省已安排全省农
村饮水安全项目总投资 13.22 亿元。

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黑龙江省
多地也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着力提升农
村饮水安全水平，让更多农村人口受益。

据悉，2017 年至 2018 年两年间，
黑龙江省通过新建、改造水源井和自来水管网，加装
除铁锰的水处理设施等方式，共解决了 24 . 3 万农村
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辐射受益村屯 11151 个，受
益人口 606 万人，超过全省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饶河县西丰镇联丰村，新建的净化泵成了村
委会主任谢仁龙眼中的“宝贝”，他与村干部找了专
人来看管村里的水房，还用铁栅栏把水房围了起来。

“以前的水得放到缸里沉淀，现在的水快赶上矿
泉水了，我们可得把设备管护好。”谢仁龙说。

截至 2018 年底，黑龙江省已全面解决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比原计划时限提前了两年。

黑龙江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处长张广志
说，黑龙江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1 . 7% 。“广大
群众从‘喝水难’到‘有水喝’，又从‘有水喝’到‘喝上安
全水、放心水’，改善了农村群众生活卫生条件，提高
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记者杨喆）

新华社哈尔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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