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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4 日电（记者侯雪静）
记者 24 日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到，国务院扶
贫办将重点采取六项举措，推动扶贫战线扎
实做好全面收官阶段各项工作。

距离 2020 年底还剩 400 多天，国务院扶
贫办号召扶贫战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
必胜信心，发挥脱贫攻坚专责部门主力军作
用，咬定目标，一鼓作气，务求全胜。这六方面
举措包括：

一是全面排查解决突出问题。针对贫困
县重点组织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及早发

现问题并整改到位。重点排查“三落实”“三精
准”“三保障”等方面突出问题。

二是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加大支持力度，
新增脱贫攻坚资金、新增脱贫攻坚项目、新增
脱贫攻坚举措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对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脱贫难度
大的县和村挂牌督办。强化综合性保障措施，
对无法依靠产业就业脱贫的特殊贫困群体，
采取综合性保障措施，确保基本生活有保障。

三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严格执行
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的标准和程

序。坚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力度不减，财
政涉农资金整合力度不减，贫困村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不撤。建立返贫监测预警机制，健
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促进转
移就业，加强扶志扶智工作。

四是防止摘帽后松劲懈怠。严格落实“摘
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
帽不摘监管”要求，确保频道不换、靶心不变、
力度不减。对工作存在松懈倾向的摘帽县，开
展常态化约谈提醒纠正。

五是广泛凝聚脱贫攻坚力量。深化东西部扶

贫协作和定点扶贫，继续签订协议书和责任
书。深化消费扶贫，把消费扶贫纳入东西部
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考核评价内容，积极创
造社会参与的有效平台，落实社会参与的激
励措施，调动更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六是关心关爱基层扶贫干部。保障交
通安全，关心身体健康。深化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重点解决频繁填表
报数、多头重复考核督查等突出问题，切实
减轻基层负担，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精
力做实功求实效。

倒计时 400 多天，国务院扶贫办号召扶贫战线咬定目标一鼓作气务求全胜

六大举措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 断断 翅翅 小小 鸟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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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10 月 23 日，李娟在自家梨

园里。

左小图：10 月 23 日，李娟在家中通

过手机发布梨园的相关图片信息。

右小图：10 月 23 日，李娟和家人在

自家梨园里。
30 岁的安徽砀山姑娘李娟躺在病

床上，咬着触控笔，“以嘴为指”点击手机

屏幕，和朋友、客户、快递员交流，更新朋

友圈，发布家乡水果的最新信息。一切是
如此麻利熟练，让人完全感觉不到，这是
一个瘫痪 12 年的重度残疾人。

2008 年，19 岁的李娟被查出患有
脊髓空洞症，从此瘫痪在床，全身只有头
能动。此后的李娟一度陷入绝望，“感觉
自己就像一只断翅的小鸟”。

2015 年，李娟家里拉网线送了一部
触屏手机。在筷子头上用胶布绑上触控
笔，李娟很快学会了上网。从此，命运向
李娟敞开了一丝微光，她的世界不再是
一张床和一个房间。她在网上四处“冲
浪”，注册了 QQ、微信，用嘴打字比一般
人用手还快。

李娟所在的砀山县唐寨镇唐寨村，

拥有一望无际的酥梨园和苹果园。2015
年秋天，村里的苹果大丰收，但是却面临
滞销。为了帮助家人和村民卖苹果，李娟
第一次“触网”卖水果。李娟日夜衔着触
控笔，嘴里磨出了血泡，门牙也咬豁了
一块。

一个月的时间，李娟卖出了近万斤
苹果，解决了家里的燃眉之急。开辟了销
售新渠道的李娟，又开始帮助村民网售
水果。

近年来，李娟的电商创业平台越做
越大，成立了自己的电商公司，不仅销售
自家的水果，还帮助乡亲们和村里的贫
困户销售水果及农产品，携手村民一起
走上脱贫致富路。

“我是一只断翅的小鸟，飞上蓝天，

是我最大的目标……我的心还坚强，我
的执着闪耀；人生无止境的路，总有我一
条。”李娟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张端摄

新华社贵阳 10 月 23 日电（记者
王丽、刘智强、李惊亚）漂泊在外十几
年的“月光族”袁明华，如今终于告别
多年的打工生涯，安稳地回到了家
乡——贵州省麻江县杏山街道靛冲
村。去年，在党委政府帮助下，贫困户
袁明华回家乡流转土地种了 25 亩中
药材和 10 亩蔬菜，让他没想到的是，
当年，这几项产业就让他挣了 3 万
多元。

靛冲村与相邻的青山村、小堡村，
因地势偏远、交通不便，都曾是贵州省
的深度贫困村。由于产业小、散、杂，土
地撂荒严重，发展动力不足，这三个村
一度是麻江县脱贫攻坚战中最难啃的
“硬骨头”。

如何实现连片深度贫困村脱贫
“突围”？麻江县从“单兵作战”变为“握
拳出击”。2017 年 9 月，麻江县结合这
三个村地域关系、人文资源、产业发展
都相近的特点，创新组建联合党委，整
合人、财、物等资源，实行弱村“抱团”
脱贫。

抱团后，联合党委开按照“联产统
一规划”的思路，先对土地资源进行整
合。杏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欧久华说，
联合党委共整合三个村土地 3870 亩，
通过以销定产、长短结合模式布局
产业。

在他看来，成立联合党委既是凝
心聚力，又是联动联产，从此打破“一
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三村拧成一股
绳、劲往一处使，爆发出“拳头之力”。

蓝莓、蔬菜、中药材、花卉、生态养
殖……多项高效、规模化的产业在三
个深度贫困村生根开花，解决了一直
以来因土地零碎、各自为战，导致产业
难聚集、难发展的困局。

靛冲村第一书记莫兴诚说，一个村
种几十亩或几百亩，三个村加起来规模
就大了。“只有量上来了，才能算得上是
产业，也更有利于走向市场。”

袁明华参与的中药材种植便是
搭乘了“统一规划、共同发力”的“顺
风车”。联合党委与中药材公司签订
协议，公司不但提供种子、化肥和技
术指导，还会保底收购。欧久华说，
正是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才吸引
一些企业前来，为发展订单农业创
造了条件。

两年多来，一个个项目推进会议让三个村“互动”多了，情谊
也更加深厚。你追我赶、携手并进的思想深入人心，充分激发了群
众的内生动力。

联合党委在品尝到“大抱团”的甜头后，还推出“十户一
体”的“小抱团”发展模式，截至目前，组建联产业发展主体
107 个，联环境卫生主体 136 个，联社会治安主体 57 个，在三
个村的覆盖率达 100%。

截至 2019 年 8 月，三个村共发展产业 13 个，总投资 558
万元，帮助 667 户 2624 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也
从联合党委成立前的 24 . 05% 降低至现在的 2 . 72%。

“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袁明华用一个巧妙的比喻
描绘出自己如今的心情。今年 40 岁的他，做起了产业，不再
“穷叮当”，明年春节就要迎娶新娘，告别“光棍”生活，实现“脱
贫脱单”双喜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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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10 月 21 日电（记者
白田田)生活是一位出题人，你必须
认真写下答案；有时题目很难，你得
一试再试……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
靖县迁陵镇陇木峒村，村支书彭运江
就是个“解题书记”，能带领村民破解
一道又一道发展难题。

2005 年，彭运江任陇木峒村村主
任。摆在他面前的，首先是一道“历史
题”：陇木峒村是一个偏远的土家村
寨，过去自然条件差、交通条件差、产
业基础差。陇木峒村底子薄、“欠账”
多，怎么办？

“要想富，先修路”，彭运江的解
题思路和大多数人一样。

2007 年，陇木峒村民在没有挖
机的情况下，耗时 3 个月拉通了 1
公里长的砂石路。产业路修通后，陇
木峒村规划了 5 亩试验田种植野
果，40 多户参与种植，7 户开设农
家乐。

随后摆在彭运江面前的，又是一
道“经济题”：产业项目实施后，真正受益的只
有 7 户农家乐，种野果的农户认为前者沾了
他们的光。没过多久，项目的发展便陷入
停滞。

2012 年底，已担任村支书的彭运江
召集村支两委开会，对之前的工作进行反
思。他总结出 6 个方面的“症结”，比如以
单个农户为主体的经营方式很难产生规
模效益；分配不公平，制约了产业的发
展；没有集体经济支撑，难以实现村级规
范管理……

2013 年初的春节刚过，陇木
峒村相继召开党员会、小组会、村
民代表大会。大家确定集体发展
的路子，创立了村级专业合作社，
流转土地种植猕猴桃和花卉，实
行统一资源、统一规划、统一经
营、统一分配，原则是“机会均等、
利益均沾”。

“经济题”刚有答案，马上又
出现了一道“政治题”：有的村民
存在“等靠要”思想，对村级事务
参与度不高，合作社社员和非社
员、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也出
现了一些不平衡。

对此，彭运江想到一个办
法——“调平机制”。

2017 年，陇木峒村开始推行村
级公益保障金机制，对有关对象发
放大病救助金、养老补贴金、助残抚
恤金、助学金。彭运江说，虽然发的
钱不多，但村民心态平衡了，这很大
程度上化解了矛盾。

人心思齐，陇木峒村的发展步
入快车道。

2018 年，在西南民族大学和当
地政府的支持下，陇木峒村将乡村
旅游作为主打产业，第一个游乐设
施“滑草”项目动工，之后又新增了
真人 CS、悬崖秋千等项目。今年以

来，旅游门票收入 200 多万元。
陇木峒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姚勇说，

游乐项目刚开业时，一度出现游客排长
队、没饭吃等状况，村支两委带着村民连
夜想办法，赶紧架灶做饭、增设休憩区。

如今，陇木峒村由“后进生”变为了
“优等生”，90% 以上的贫困人口已经脱
贫。记者问彭运江，有什么“解题”诀窍？

“做事公开、公平、公正，让群众有获得
感。再加上党和政府作为后盾，就没有什么
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彭运江毫不犹豫地说。

据新华社昆明 10 月 21 日电（记者
王长山、杨静、姚兵）“让群众有安全稳
固的住房是我们扶贫工作的一件大
事。”云南省泸水市六库镇双米地村委
会的驻村第一书记杨海春说，而搬迁工
作要是有秘诀的话，那就是用心用情。
两年来，面对搬迁工作，杨海春用自己
的“秘诀”助力大峡谷里的群众实现安
居梦。

双米地村位于我国“三区三州”贫困
地区之一的怒江大峡谷里，村里的大多
数傈僳族贫困户生活在高山上，群众面
临“行路难”“住房没保障”“增收途径少”
的窘况。因此，搬迁工作成了扶贫工作的
重要内容。

42 岁的杨海春是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泸水市政法委副书记，2017 年他被派
驻到双米地村委会驻村，开始和搬迁打
上了交道。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皮肤黝
黑的杨海春说，动员搬迁就是一道
难题。

2017 年，杨海春刚到双米地，为动
员居住偏远的村民搬迁，他和村干部走了 3 个
小时的山路来到亚洼玛村民小组，就碰到冷场：
晚饭后，杨海春召集村民开动员会，零星来的几
个人，没等会议开始就转头回家了，直到晚上
11 点，会才勉强开始。

“首场动员会混乱不堪，更谈不上有效果
了。”杨海春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情景。但他没有灰
心，次日天刚亮，他和村干部来到反对意见较多
的傈僳族群众李小华家，重点“交心”。

历史上经历过大迁徙的傈僳族群众大多
在高山上生活，住在“杈杈房”里，就近开垦种

植。虽然日子过得苦，但很多人不
愿意离开住处。李小华也是如此，
既有故土难离的情节，也担心搬迁
后面对陌生的环境，没了收入
来源。

新家在江边、家门口就能就
业……杨海春一番苦口婆心后，李小
华坦承，母亲生病，也是他不愿搬迁的
重要原因。杨海春联系医疗机构给她
治病，渐渐地，李小华笑容多了起来。
杨海春感受到，村民本质是热情淳朴
的，你和他以心交心，哪有捂不热的石
头，解不开的心结。

一个村民、两个村民……渐渐
地，村民由开始一听到“搬”字就皱
眉头，变为不断拉着干部问搬迁政
策。在搬迁点启动建设后，不少人一
有空就会到点上看一看新家。“先看
一下新房，大家都等不及了。”村民
胡玉妹说。

“易地搬迁三分靠搬迁，七分靠
后续。还要发展产业、带动大家增
收。”杨海春说，他们通过实施退耕
还林、陡坡地治理工作，带领村民种
花椒、坚果等特色经济作物，拓宽群
众产业发展路子，并举办建筑技术、
厨艺技能等培训班，让搬迁群众有
一技之长。

目前，已动员引导 780 余名村
民外出务工，有了稳定收入。

如今，在怒江岸边，具有民族特色的
搬迁点陆续建成，贫困群众告别了世代居
住的“杈杈房”“木楞房”，住进了楼房。怒
江州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三五”期
间，怒江将有 10 万人搬入新房，目前，各
安置点相关配套齐全，大部分村民已搬迁
入住。

“和群众打交道，要带着感情，倾心尽
力。”杨海春看着江边一排排安置房说，未
来大家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戴着眼镜，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派头；晒得黑红，又像是
个吃苦耐劳的农村汉子。他就是当地村民口中的“博士书记”，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前旗远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张骅。

2017 年底，张骅从北京林业大学来到国家级建档立卡
贫困村远新村。报到第一天，村里的老支书就给了他一个下
马威：“从北京派这么个第一书记，还没俺孩子大，能干事
吗？你得听我的，论辈分还得给我叫声叔。”一腔热血换来一
盆冷水，张骅没言语，心里暗下决心，要用实际行动赢得村
民的信任。

为了尽快熟悉融入远新村，张骅白天冒着零下 20 多度的
严寒走村入户，晚上加班做好记录，7 天时间挨个走访 50 余
户贫困户，12 天一个人把全村 300 多户档案全部捋顺。老支
书和村民全都看在眼里，开始口耳相传，“这个‘博士书记’干
活实在！”

通过摸底调查，张骅对全村现状了然于心。远新村人均 6
亩多地，村民以种植玉米为主要收入，年头好的情况下一亩地
纯收入 500 元，但遇到自然灾害，普通农户就可能致贫，贫困
户很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如何提高单位亩产的效益？经过 3 个多月的反复钻研，张
骅最终选择以种植黑糯玉米为切入点，搭配种植黑小米、黑
豆、黑皮花生、黑龙葵等，把目标定位在一线城市中高端消费
人群，打造颜色农业产业链的致富新模式。说干就干，张骅把
村里的种植大户动员起来，自己带头投钱不要股，在 2018 年
成立了种植专业合作社，让贫困户也参与进来。

黑糯玉米种植成功，成为 2018 年兴安盟那达慕大会唯一
指定用玉米，还卖到了北京市场。2018 年，合作社创造就业岗
位 24 个，带动 30 多位贫困群众脱贫，土地亩产值由 800 元提
高到 2400 元左右。“去年听了小张书记的话，种了不到 2 亩黑
糯玉米，一下卖了 6000 多元，干啥能赚这么多钱啊。”82 岁的
村民邱凤芹笑得合不拢嘴。

第一把火烧起来后，张骅带领村民相继完成农村集体经
济股份改革，建成田园综合体，发展起文旅产业等，村里的第
二把火、第三把火接连烧起来……

如今，远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 年全村顺利
脱贫摘帽。

回首一年 365 天，张骅驻村工作长达 330 多天，几乎抽不
出时间回家探望怀孕的妻子。村民开玩笑说：“我们村这个‘博
士书记’，对得起党，对得起远新村，就是对不起自家媳妇儿。”

从一开始遭遇质疑，到赢得村民信任，再到带领全村脱贫
致富，张骅说，深夜想家时，他偷偷抹过眼泪；村民拿到合作社
分红那天，他也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自豪和幸福。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党和国家培养了这么多年的博
士，能让远新村的贫困群众早日脱贫，体现了我的自身价值，
也让我的人生更有意义。”张骅说。

（记者安路蒙）新华社呼和浩特 10 月 24 日电

驻村“博士书记”

村里发展有三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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