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9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 3 0 7 3 9 7 9 、6 3 0 7 2 0 7 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 1 0 - 8 8 4 0 6 6 1 7 、1 3 9 0 1 1 0 2 5 4 5

8 版

2020 年 3 月 26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刘加佳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西安 3 月 25 日电（记者陈晨、刘
彤）“脱贫奔小康，农民笑颜展。完成攻坚战，
人民齐声赞……”摘掉贫困帽的榆林市子洲
县农民贺占雷，地里的黄芩卖上了好价钱。
8500 元的新票子在手中又点了一遍，一段陕
北说书脱口而出。

近日，陕西省政府宣布，包括子洲在内的
29 个县区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陕西 56 个
贫困县区全部“摘帽”，全省贫困发生率降至
0 . 75% ，三秦大地历史性告别区域性整体
贫困。

家和书

巴山深处，古蜀道边，许多人都有一个安
居之梦。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驱车近 1 个小时，
再手脚并用爬上山梁。站在三间破旧的土坯
房前，就会明白为何宁强县大安镇冯家营村
的邓彩艳，对搬下山曾有着近乎痴狂的执着。

自打结婚，邓彩艳就再没走出过这大山。
门前的耕地太薄，一锄头下去，时常被土壤下
的石头溅出火星。“一到下雨，屋里四处漏雨。
啥时候能搬下山呀！”儿子在 20 公里外的小
学住校，每次离家，她都会把小书包塞得鼓鼓
囊囊，装上他爱吃的馍馍和腊肉。送走儿子，
她就坐在老屋前发呆，嘴里念叨着“搬家、搬
家”。

2018 年 9 月，这样的日子成为记忆。
“妈妈，咱们真的搬家了吗？”电话那头，

远在湖北中医药大学读书的女儿将信将疑。
但新生活已经照进了现实。只花 1 万元，就搬
进三室一厅，新家装修得简洁大气。

邓彩艳的新家在宁强县大安镇的江林安
置点。从 25 个村子搬来的 1964 户易地搬迁
户居住于此。站在街头望去，社区工厂、学校、
超市、休闲广场一应俱全。很难想象，5 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荒滩。

如今，邓彩艳在家门口的电子厂打上了
工，儿子转入搬迁社区的小学，每天都能回
家，学护理专业的女儿赵薇毕业在即。这个 1
月时还在武汉一家医院实习的小姑娘，做一
名白衣天使的信念异常坚定。

“在抗疫一线实习的日子，我感动于医护
人员的奉献与坚守。毕业后，我要和他们站在
一起。”赵薇动情说道。书桌上铺开的课本里，
密密麻麻记满了上网课的笔记。

这也是一个与书为伴的故事。
安康市汉滨区，陕西贫困人口最多的区

县。20 万贫困人口中，“511”这个数字很小，
却格外扎眼，这是全区义务教育段残疾儿童
的数量。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学
校尚未开学，但送教上门已经开始。14 岁的关
庙镇新红村脑瘫少年王俊杰在班主任周兴军
的辅导下，一字一顿，念出《咏柳》的诗篇。

得益于教育扶贫政策，4 年前，这个从小
就跟随父母辗转各地求医、长期与轮椅相伴
的孩子走进校园。“孩子有智力缺陷，课程跟
不上。除了跟班学习，我们还安排专职教师为
他送教上门。”汉滨区关庙镇中心校校长尚
书学说。

上了学的王俊杰高兴极了。课堂上，他用
歪歪扭扭的字迹记下笔记。课间，他最爱坐在
操场边看同学们打篮球，看到兴奋处忍不住
鼓掌欢呼。

“上学后，孩子变得开朗，每天回家就喜
欢给我们讲学校里的故事。”父亲王贵安说，
孩子告诉他，长大了想开家店铺，自食其力。

在汉滨区，通过进入特殊学校、随班跟
读、送教上门等方式，贫困家庭残疾儿童入学
率达 94 . 5%。当地教育部门为智障儿童量身
定制的教材，铺在王俊杰的书桌前。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
烟……”指着书本上的图片，王俊杰吟诵出最

喜欢的古诗，嘴角挂着笑意。
屋外，春色满眼，油菜花开得正盛。

田与业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子洲县驼耳巷乡牛
圈湾村的田间一片繁忙。大伙儿忙着挑粪、翻
地、刨黄芩。在土里刨了半辈子的贺占雷，从
没有想过在田里也能“种”出脱贫的好日子。

曾几何时，靠着一亩三分薄田，糊口都成
问题。帮扶干部上门动员他种黄芩，贺占雷头
摇得像拨浪鼓：“不成不成，种地哪能脱贫？你
唬我哩！”

干部一次次上门，还承诺政府每年提供
3000 元的扶贫产业补助。黄芩第一次见效益
就收入 8000 多元，老贺乐得合不拢嘴。好事
接二连三：搬入新居，两个娃娃大学毕业找到
了好工作，自家的土猪、蛋鸡生意蒸蒸日上，
爱好文艺的老贺还参加了唢呐技艺培训班。

“我现在一心就扑在家里的事业上，要把
田种好、种出品牌！”对未来，老贺信心满满。

春天的田野里，脱贫致富的希望正在
种下。

走进群山环绕的宁强县巴山镇石坝子村
的一座大棚，眼前的一幕颇有些违和。

“‘一帘幽梦’你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你
说要买黑木耳菌种，请发私信给我，一会儿就
发货。”蹲在架设的手机前，脱贫户彭慧玲正
在做直播，身旁的食用菌袋堆积如山。

婆婆卧病在床，两个女儿要上学，4 年前，
彭慧玲靠着政府提供的 5 万元贴息贷款做起
中蜂养殖，赚到了脱贫路上的第一桶金。如今，
她和丈夫发展了 40 多个食用菌大棚，带动 30
多户贫困户脱贫。

“现代农业讲究个溯源，我开直播也是想
让客户看看，食用菌是如何养出来的。”彭慧
玲说，她还计划把菌袋直接卖给消费者，“现
代家庭嘛，种花种草，也能种食用菌。”

只要肯打拼，田里也能刨出金！
陕西省扶贫办主任文引学说，陕西因地

制宜发展以苹果、奶山羊、设施农业为代表的
3 个千亿级产业和茶叶、核桃、食用菌、猕猴
桃等区域特色产业，制定 56 个贫困县优势特
色产业菜单，使有劳动能力、有发展意愿的贫

困户每户至少有 1 个稳定增收的产业项目。
村村有产兴业，户户有业增收。老实巴交

的汉中市城固县贫困户周先全的新事业，是
做起了洋气的电吉他。

在城固县江湾移民搬迁安置点，“哈瓦娜
乐器”公司的展厅内，色彩鲜亮、形态不一的
吉他挂满了整整几面墙。外人难以想象，这个
大山深处的扶贫车间，年产吉他、尤克里里
25 万只，远销美、法、德、俄等海外市场。

“我负责给木头抛光、打磨、做模子，师傅
手把手教嘞！”摸了一辈子锄把子的周先全，
每天回到家也不忘翻翻培训教材。

在江湾安置点，服装、电子器件、乐器等 9
家企业入驻，近千名困难群众在家门口转为
产业工人。“总部在园区、工厂在车间、车间进
村庄，”城固县委书记陈心亮说，城固累计建
成社区工厂 26家，新增就业岗位 4500 多个，
3000 余名搬迁群众不再外出务工。“楼上居
住、楼下就业，有事业才能让搬迁群众稳得
住、能致富。”

社区工厂里，机器咔嚓作响。流水线前，
一个个脱贫户正在编织未来。

情与根

“你们村已经脱贫出列了，局里工作多，
你回来上班吧！”这是 2018 年开年，单位领导
对商洛市镇安县公安局驻金花村第一书记刘
达厚说的一席话。刘达厚憨笑了一下，语气坚
定：“村里刚脱贫，基础还不牢靠，让我再顶一
阵子吧！”

没想到，这“一顶”就又是两年。
陕西 11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的镇安，连山

都陡峭得没有坡度。放眼望去，像是用刀劈过
一般。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村子，耕地往往只
有几百亩。4 年前，刘达厚第一次到金花村，就
被眼前的贫困面貌深深震撼：村民住石板房、
喝窖水，还有 100 多户人家不通路，有孩子十
几岁就辍学在家。

“孩子辍学的，一定要去上学。能务工的
要去务工，产业必须得有！”村民大会上，刘达
厚的计划掷地有声，可台下却一阵窃窃私语：
“穷了几辈子了，你说脱贫就脱贫，凭啥？”

最穷的村脱贫，就要从最难的人家入手。
走 2 小时山路，刘达厚到了 46 岁的洪运琴
家，裂了缝的土房子，从屋外能一眼看到
屋后。

“山下有移民搬迁点，花 1 万元钱就能搬
下去，你搬不搬？”穷怕了的洪运琴不信有这
好事。刘达厚耐着性子，一遍遍用摩托车载着
她去安置点看。眼见平地起高楼，洪运琴终于
动了心。搬入新居后，刘达厚又帮她找到在超
市打工的工作，老家的地也没闲着，种上了核
桃和白芨。

产业路修通了，卫生室改造了，1600 亩中
药材基地从无到有……用一片真情，刘达厚
赢得了村里人的信任。贫困村出列后，驻村工
作队依旧留在村，力度不减、情感不变。

“脚踩在土地上的感觉，很真切、很踏实。
我的根就在这里。”刘达厚说。

去年夏天，在帮贫困户销售农产品时，宝
鸡市扶风县天度镇下寨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张
刚摔断了跟腱。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还没完全
康复，他就一瘸一拐回到村里。两年驻村任期
满后，乡亲们心疼，都劝张刚回去。但他却向
党组织申请，继续坚守在脱贫一线。

“回想起驻村两年来的日日夜夜，仿佛一
幕幕电影片段在脑海里浮现。脱贫还未最后
胜利，我不能走！”日记中，张刚如此吐露
心声。

“如果说 2019 年全区脱贫摘帽是攻下了
山头，2020 年就要守住这个山头。担子不是轻
了，而是更重了，我们没有退路！”2019 年最后
一天，安康市汉滨区的一场务虚会上，所有与
会者都能感受到区委书记王孝成脸上的
凝重。

时间进入 2020 年，一场脱贫后“大走访”
“回头看”在汉滨区展开。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农民持续增收和搬迁后续服务，精准帮
扶“边缘户”和“监测户”，“四支队伍”等帮扶
力量人数不减、力量不散……摘帽不摘责任、
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
管。这是小康路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
承诺。

扎根在泥土里，浇灌一片真情，收获的是
满眼春光。
一支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让三秦大地换

了模样。而今，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一幅幅
乡村振兴的图景，正在秦岭南北、黄土高坡徐
徐铺开。

汉滨区谭坝镇前河社区，梯田上的连翘
花漫山遍野。茂林修竹、流水潺潺，村民正在
整治河道、翻修老房，计划将这里打造成旅游
乡村；

在已经告别贫困的宝鸡市千阳县，垃圾
分类正在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时尚”；

在城固县东原公村的万亩猕猴桃示范园
里，脱贫户刘振华轻轻按动电钮，喷灌头一齐
作业，一道小小的彩虹出现。立体栽培让猕猴
桃跨过秦岭，美了乡村、富了百姓。

“亲历脱贫，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这
是一段永生难忘的旅程。”在已经摘帽的城固
县上元观镇新元村，曾立下“村里不脱贫、我
就不结婚”誓言的“90 后”第一书记余艺璇最
近结婚了。她说：“结婚我没激动得流泪，但村
里脱贫，我还是不争气地哭了。这泪水，是带
着甜的。”

奔
向
新
的
幸
福

陕
西
贫
困
县
全
部
摘
帽
的
N
个
截
面

春意渐浓，攻坚正酣。
挂牌督战、尽锐出战、背水决战……江

西针对未脱贫人口 2000 人以上的 11 个县
（市、区）和贫困发生率在 1%以上且未脱
贫人口较多的 66 个重点村开展挂牌督战，
确保剩余 9 . 6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不让
一个老区群众在全面小康中掉队。

挂牌督战 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

不久前，江西省宁都县黄石镇山梓村村
支书郭红明来到贫困户郭学地家，仔细查看
他家住房是否安全。

为确保所有贫困户住上安全房，宁都
县实行挂牌督战，每名县领导挂点一个乡
镇，组织 6400 多名扶贫干部对疑似危房逐
村逐户摸底排查。

经过几年努力攻坚，江西省贫困人口已
从 2013 年的 346 万人减至去年底的 9 . 6 万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0 . 27% 。为深入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江西决定挂牌督战脱贫攻坚
重点区域，督战内容包括坚持疫情防控与脱
贫攻坚统筹推进情况，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保障情况，落实完
善产业扶贫组织合作和利益联结、提升扶贫
产业带贫益贫情况，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情
况等。

“未脱贫人数 4562 人、未脱贫人数
7271 人……”记者看到江西省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印发的挂牌督战工作方案中， 11 个
省级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县（市、区）的未脱
贫人口精确到个位数， 66 个挂牌督战村一
一列出了清单。对挂牌督战的重点工作，工
作方案都明确了责任部门。

“脱贫攻坚推进到现在，剩下的贫困人
口总量虽然不大，但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江西省扶贫办副主任饶振华说，开展
挂牌督战，就是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把
基础打得再牢靠一些，确保夺取脱贫攻坚全
面胜利。

尽锐出战 向贫困发起最后总攻

最近，赣州市于都县段屋乡的脱贫攻坚
督导员钟荣强一直吃住在乡镇，督导驻村和
结对帮扶干部逐户走访未脱贫群众，出台
“一户一策”帮扶举措。

“现在驻村和结对帮扶干部白天走村入
户，全面摸排全县 2971户未脱贫户状况，晚
上分析解决问题。”于都县扶贫办主任张武华
说，他们正以督战促决战，确保剩余贫困人口
全部“清零”。

挂牌督战，“督”是手段，“战”是目的。
江西各地尽锐出战，聚焦剩余贫困人

口，全面打响剩余贫困人口脱贫攻坚战。
据江西省扶贫办介绍，目前全省 12256

支驻村工作队、 39775 名驻村干部、 12256
名驻村第一书记已全部到岗，一大批扶贫干
部，正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向贫困
发起最后总攻。

春节后，修水县水源乡梅田村驻村
扶贫工作队员方礼桦工作很繁忙：在贫
困户的橘子产业园帮忙施肥、为贫困户
联系外出务工专车、帮贫困户推销红薯
粉……

地处湘赣边界的梅田村是这次挂牌督战
的 66 个重点村之一，全村尚有贫困户 12 户
29 人，大多是因病、因残致贫。方礼桦说，
他们正综合运用安居扶贫、产业扶贫和兜底
扶贫等政策全力攻坚，确保全村剩余贫困人
口如期脱贫。

背水决战 量身定制脱贫方案

“邹芳梅，做护工月工资 2000 元、养
老金 1 3 2 9 元，做护工年收入 2 2 0 0 0
元……”在被挂牌督战的铜鼓县大塅镇双红
村，有一份针对全村 32 名未脱贫群众的
《 2020 年预脱贫户帮扶规划》。双红村驻
村第一书记饶华平说：“我们对每户未脱贫
户都量身定制了脱贫方案，一定要让他们如

期脱贫。”
脱贫攻坚没有退路，越到紧要关头，越

要坚定信心。
记者走访发现，无论是扶贫干部还是贫

困群众对打赢脱贫攻坚战都充满信心。
身患残疾，干不了重活，家里上有老

下有小，看着身边一个个贫困户陆续脱
贫，余干县三塘乡下谭村贫困户谭坤通一度
有些着急。几天前，县委书记胡伟来到他
家，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对他们这些未脱
贫户，县里将采取更大帮扶力度帮助他们如
期脱贫。

听了胡伟的帮扶安排后，谭坤通对脱
贫充满信心。他说，家里的小卖铺一年有
四五千元收入；今年马家柚挂果，加上芡
实基地分红，一年有 4000 元收入；政府还
将扶持他养鸡，预计人均年收入将达
4000 多元。

“越到最后时刻，越要响鼓重锤。”江
西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负责人龚亮保说，从
4 月开始，江西将组建 10 个省级脱贫攻坚暗
访督导组，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
报、不要陪同，直接进村入户开展督导，确
保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记者李兴文、郭强、闵尊涛）
新华社南昌 3 月 25 日电

江西：确保剩余 9 . 6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李春惠、郑明鸿）“何止方便，简直方
便太多了。”谈起回乡就业的体会，杨林笑道，“这里离家近，亲
戚朋友也在这里上班，不像以前在深圳，孤零零一个人。”

今年 32 岁的杨林是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瓮溪镇余林村
人，常年在深圳从事手机组装工作。今年过完春节后，受疫情
影响，杨林不能按时复工，有些愁了。

但好事不多磨，他很快就在位于铜仁高新技术开发区的
贵州倍易通科技有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公司主要生
产和组装移动手机、导航设备、笔记本电脑等。“亲戚在这边务
工，我也看到了市里的招聘宣传，觉得还不错，就过来了。”

杨林说，以前在深圳打工，吃住要花钱，一年只回家一次，
“现在吃住免费，每月 4000多元，节假日还可以回家看看孩子”。

杨林的“幸运”，得益于铜仁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留雁
行动”。

贵州倍易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向宇对“留雁行动”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也深有体会。“铜仁是低风险地区，2 月初有
部分订单转到我们公司，这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
黄向宇说，为了完成订单，公司需要增开多条生产线，这带来了
1000 余名工人的用工缺口，但疫情防控期间一下子要招聘那
么多人，难度很大，“卡口未取消前，很多村我们都进不去”。

最终，“留雁行动”帮助公司解了燃眉之急。黄向宇告诉记
者，公司原有员工 300 多人，目前已增加至 1300 多人，新招聘
的 1000 余人基本已经上岗，只有几十人还在参加培训。

铜仁市就业局局长黄学勇介绍，当前受疫情影响，部分外
出务工返乡人员返岗就业难、企业用工难，一定程度影响了务
工人员的收入和全市脱贫攻坚进程。为破解这一难题，铜仁市
于 2 月上旬起开展了“留雁行动”，包括“寻雁”“送雁”“育雁”
“助雁”“繁雁”和“护雁”等六项工作。

“我们通过驻村干部和帮扶干部等对外出返乡务工人员
的就业意愿进行了摸排，也就是‘寻雁’工作。”黄学勇说，针对
仍然想要外出务工的群众，铜仁市主动加强与对口帮扶城市、
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务工地对接，收集发布企业用工信息，
动态掌握复工复产和疫情情况，统一“送雁”，安排车辆、高铁
有序组织群众外出就业。“到目前为止一共送出去 40 余万名
务工人员。”

此外，铜仁市还开展“育雁”“助雁”等工作。如针对想留在
铜仁市务工的群众，工业、农业、商务和住建等行业主管部门
对其主管项目的用工缺口进行摸排，并大力开发市内岗位，开
展针对性的定岗、定向培训，提升务工人员整体就业技能。通
过“留雁行动”，已有 3 . 14 万人在铜仁市实现就业。

贵州铜仁：

“留雁”助脱贫

据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汪军、吴思）武陵山深处的沿河县
是贵州未摘帽的 9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近年来当地依托生态
优势，注重培育长效产业。地处沿河县最北端、有着“红军入黔
第一乡”的后坪乡，如今把小龙虾和茶叶作为长效产业来抓。

在下坝村 380 亩小龙虾基地，基地负责人王宗勇正在养
殖大棚里忙碌着。看重当地的山水生态，他在两年前选择来到
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发展小龙虾。目前已经投入 300 多万元，他
感觉到这个产业有奔头。

“这里养殖的龙虾品质很好，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一直是供
不应求，批发价大概是 26 元一斤，所以我完全不担心以后的
效益。”王宗勇说。后坪乡政府支持这个产业，当地村民也很积
极，把土地流转出来，有意愿的可以在基地务工。2019 年，基
地支付了 17 万元的务工工资。

40岁的土家族村民冯兴和，也在小龙虾基地上班。就近务工
的村民最多的时候有 30人。目前，王宗勇还规划发展稻虾养殖，
希望既可以推广当地的特色大米，又可以让小龙虾的品质更吸引
食客。他还打算发展观光农业，以此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务工。

除了小龙虾，茶叶也是后坪乡的主打产业。平均海拔 800
多米，高山云雾出好茶。不少村庄都有长期种茶的历史。红阳
村盛丰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建成茶园面积 2000 多亩，年产量
3 万余斤，产值 260 余万元，带动周边村寨建档立卡贫困户
127 户脱贫致富。随着春茶开采，用工最为密集的时候茶园可
以解决 400 多人就业。

斯毛坝村贫困户侯兴华一家 4口人，由于他和妻子生病，加
上两个孩子读书，经济负担比较重。2014年，他家列入建档立卡贫
困户。他告诉记者，基于目前家里的情况，要出远门打工完全不现
实，幸好邻村在发展茶叶，给他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每年采茶
叶，他都要去合作社干活，主要看自己手上动作快不快，利索的时
候每天收入 100元不成问题。

后坪乡党委书记张鹏介绍，除了茶叶和小龙虾，1000 多亩
蜜桔和 500 多亩李子也将陆续挂果。目前，全乡 14996 名群众
年人均纯收入已从 2014 年的大约 3000 元增加到 10000 元。

贵州沿河：

“生态”促生产

湖北郧阳：复工复产脱贫忙

▲ 3 月 24 日，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杨溪铺镇青龙泉
社区棉伙棉伴智能袜业扶贫车间，工人在智能袜机生产线上
作业。青龙泉社区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社区内的棉伙棉伴
智能袜业扶贫车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已于 3 月 9 日
开始复工复产，原 191 名工人目前已全部返岗复工。今年受
疫情影响，部分返乡人员选择就近务工，该袜业扶贫车间新招
工的 234 人也已经上岗。 新华社发（曹忠宏摄）

▲2018 年
10 月拍摄的安
康汉滨区茨沟
镇西沟村村民
方献林家里经
过改造翻新的
房屋和院子。

新华社记者
邵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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