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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在这块美丽富饶的热土上，勤

劳勇敢的常宁人民乘着改革开放
的春风，一步步走向繁荣、富裕。 然
而，位于塔山山脉高寒山区、大义
山山脉喀斯特地貌区、紫色页岩地
貌的“三难”地区，山高坡陡，交通
落后，土地贫瘠，资源贫乏，生产生
活条件恶劣。 这些边远贫困地区仍
有 5.2 万贫困人口。 今年，常宁市
围绕减贫 8637 人的目标， 创新扶
贫机制，转变扶贫方式，实施党建
扶贫、产业扶贫、文化教育扶贫等
措施，加快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步伐。 目前，全市已完成扶
贫开发总投入 5830 万元， 实施扶
贫开发项目 284 个， 新建茶叶、油
茶、药材等扶贫产业基地 1.1 万亩。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正在紧锣密鼓，
打响扶贫开发的攻坚战。

“没有农村的小康， 就没有全面小
康。 ‘精准扶贫’关键要号准‘脉’，看准
‘病’，开对‘方’。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三严
三实’为标准，坚持问题导向，发扬务实作
风，深入农村开展‘一进二访’活动。 带真
感情、花真功夫、下真决心。向贫困宣战。”
常宁市委书记曾义国的话掷地有声。 市
委、市政府坚持“真扶贫、扶真贫，精准扶、
扶精准，重点扶、扶重点，整体扶、扶整体，
长远扶、扶长远”的工作方针，把扶贫攻坚
作为小康工程和民生工程来抓，将精准扶
贫摆在突出位置， 列入目标管理考核，完
善奖惩机制， 改进干部作风，掀起扶贫高
潮。

2015 年 8 月 11 日，市委常委召开第
六次会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大扶贫
攻坚力度全面推进小康建设的实施意
见》、《2015 年常宁市精准扶贫工作实施
方案》、《关于下达 2015 年农村贫困人口
脱贫计划的通知》等文件，为精准扶贫提
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为防止“以文件
落实文件”，市有关部门先后组织 52 个贫
困村党支部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长就精准
扶贫、基层组织建设和扶贫资金管理进行
了专门培训，将扶贫落到实处。

一场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
的活动在常宁农村蓬勃展开。

精准识别，推行“滴灌式”扶贫。 市委
副书记、市长李涛说：“扶贫的关键就是不
能大水‘漫灌’，只有‘滴灌’到根部，才有
扶贫效果。”市里派出 120 多支工作队，完
成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对
52 个贫困村的 3204 户贫困户建立了精
准扶贫台账， 对有劳动能力的 2615 户贫
困户落实产业扶贫项目；对 760 户危房户
和无房户新建住房给予扶持，做到精准扶
贫、应扶尽扶。 并采取“八个到村到户”的
办法，即：精准识别到村到户，结对帮扶到
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培训到
村到户，危房改造到村到户，生态移民到
村到户，基础设施到村到户，考核验收到
村到户。

“八个到村到户”让政策真正“滴灌”
到了根部。 官岭镇虾塘村过去交通闭塞，
村民见世面少，羞于见生人；因为穷，村民
抬不起头。今年工作队进村制定 8 个项目
的产业扶贫“菜单”，分项制定以奖代补标
准，让贫困户“点单”，目前，该村有 49 户
已启动种养项目。 对贫困学子读书、贫困
户建房、贫困户住院进行适当补助。 村里
一位刘姓村民感慨万分：“工作队来到家
门口，扶贫资金送到屋里头，房前屋后绿
山头，精准扶贫有奔头”。

精准帮扶，实施“点对点”扶贫。 常宁
市按照“领导联村、单位包村、干部驻村”
和“因户施策、因人支招、因地制宜、实事
求是”原则，结合一村一套帮扶措施、一户
一个脱贫计划的要求，建立了“县级领导
包乡镇、县直单位包贫困村、党员干部包
贫困户”的责任体系，确定 27 名联点市级
领导，抽调 107 名中青年干部，派驻 52 个
贫困村开展驻村帮扶，所有工作队都驻扎
到村，下沉到户，通过制订规划、实地调
研、现场办公，想方设法为贫困户办实事。
鼓励和引导党员干部参与“1+1”结对帮
扶活动，要求每名正科级干部每年为贫困
户办实事 2-3 件， 帮扶资金不低于 1000
元。 目前，共落实帮扶资金 5830 万元、实
施扶贫项目 284 个。“村村有工作队，户户
有干部帮”的帮扶格局已经形成，扶贫队
长龙秀林说：“和农民打交道， 实打实，只
要带着感情，带着技术，帮助他们，就会受
到欢迎。 ”

精准考核，启动“靶向式”扶贫。 常宁
市紧扣扶贫任务，酝酿考核方案，设置考
核指标，细化考核目标，增加考核权重，将
精准扶贫纳入全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重
要内容， 并把扶贫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
年度待遇和干部使用“三挂钩”，建立严格
的考核验收机制，重点要考核验收到村到
户，对帮扶不力的采取约谈、诫勉谈话等
方式加强督促，明确“不脱贫不脱钩”的要
求， 真正发挥精准扶贫机制的激励作用，
形成“抓扶贫就是抓发展，抓扶贫就是惠
民生”的浓厚氛围。

百里瑶乡美如画， 青山翠竹是塔
山。

常宁市塔山瑶族自治乡是衡阳市
唯一的少数民族乡， 也是常宁扶贫工
作的主战地。 这里峰峦叠嶂， 云雾缭
绕，流水潺潺，属海拔 1200 米以上的
高寒山区。“松枝煤油灯，刺鼻又熏眼；
今夜打竹把，碾米靠石磨……”一曲瑶
民老调，道出了瑶族同胞的生活场景。

板角村邓家组年近 60 岁的村民
邓化明是塔山瑶族乡 2450 名贫困人
口之一，以前家里耕种几亩农田，只能
糊口。2013 年，村里成立天堂山云雾茶
开发有限公司， 邓化明把土地流转给
公司种茶，并负责管理茶园，每年除了
地租还能拿到管理费， 收入较以前大
幅增加。在产业带动下，去年塔山瑶族
乡产茶 13.5 吨，创收 1268 万元，涉茶
瑶胞人均收入 2500 元，部分瑶胞收入
超过 5000 元。

“一花引来百花开”。目前，全乡新
建有机茶园面积 3500 亩，兴办 9 家茶
业公司，成立 11 家茶叶种植专业合作
社， 辐射带动 4900 村民从事茶产业。
茶叶成了塔山瑶胞脱贫致富的支柱产
业，扶持 68 家贫困户脱贫。 狮园村小
狮子组贫困户何文义，全家 3 人，因妻
子去世，自身患病失去劳动能力。塔山
乡党委书记彭小冬通过采取产业帮扶
措施， 推荐他加入狮园村天堂塔山茶

叶专业合作社，纳入管理人选，使他甩
掉了“贫困帽”。

“做好扶贫文章，打造秀美瑶乡”。
塔山乡还投入 154 万元， 建设西江瑶
族风情园， 完成住房民族风格改造 40
多户， 投入 15 万元启动东江峡谷开
发， 投入 29 万元完善天堂山景区设
施，带动瑶胞依托旅游产业脱贫致富，
预计每年户均分红 6000 元。

“产业扶贫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
产业发展为杠杆的扶贫开发， 是促进
贫困地区发展、 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
有效途径。 ” 常宁市委书记曾义国说。
今年，常宁市新建茶园 5300 亩；完成
植树造林 1200 亩，南竹低改 1000 亩；
发展黑山羊、黄牛、土花猪、竹鼠、娃娃
鱼等养殖基地 13 个。 启动有机茶园开
发、环卫设施、天堂山游步道、移动差
转台、 旅游公路等帮扶项目 11 个，省
扶贫办下达 360 万元扶贫资金， 全部
落实到产业扶贫项目上。 在西岭镇石
山村、白沙镇福坪村、新河镇星火村、
塔山瑶族乡西江村等 12 个贫困村开
展产业扶贫示范，扶持种植产业、养殖
产业和旅游产业项目 57 个。

扶贫先扶智， 常宁市结合产业扶
贫，抓好扶贫培训，先后举办茶叶种植
加工技术培训班 5 期， 培训茶农 60
人。针对一些特贫特困户，常宁市还为
他们统一购买种子， 按农户种植面积

免费发放， 扶持 300 余贫困户种植超
级优质稻 1300 亩， 预计亩均可增产
400 斤以上。

常宁市委、 市政府还实施品牌战
略，走产业化路子。引进茶油产业发展
资金 10 多亿元。 台湾田野休闲公司在
罗桥镇打造集旅游、休闲、娱乐于一体
的 5000 亩油茶风情园，开发茶油系列
花卉观赏、 油茶民俗风情游等油茶生
态文化旅游产业。 中粮、江山生态、中
联天地、鸣天科技、西施科技等油茶开
发企业， 湖南大三湘茶油科技公司在
西岭镇与 600 多户农民签约， 已新造
油茶林 2 万余亩。 本土大户刘明湖种
植茶油丰产林 1800 多亩， 实行多元
化、有机化、生态化发展，引导农民及
贫困户成立油茶专业合作社。

常宁市还通过旅游产业扶贫，让
大义山福文化，塔山瑶文化，水口山红
色文化和有色文化发扬光大， 从大义
山“义”的过程中，领悟“福”的意愿，树
立了本土文化“一面旗”，极大地提升
了大义山知名度和美誉度， 发挥文化
惠民效应，每周末引来近万人自驾游，
相约“大义山”东麓处女地，探寻其中
的神秘与瑰丽。

近年来，常宁市着力产业扶贫，促
进 2.82 万贫困人就业脱贫， 形成“输
血”到“造血”的转变，出现“村民富、村
庄美、村风好”的新局面。

今年， 常宁市全面实施“教育扶
贫”，阻止贫困“代际传递”， 把资源优
化， 通过标准化建设让贫困地区学校
更完整、更标准、更规范，彻底摆脱“贫
二代”， 通过教育硬件建设，改善办学
条件。 目前，全市有学校 245 所，在校
学生 12.6 万人，在职教师 7417 人。 全
市适龄儿童、 少年入学率达 100%，小
学 、 初中巩固率分别达到 98.7% 、
97.27%。 平安小学坐落在西岭镇平安
村，由于年久失修，教学楼、食堂、厕所
等附属设施破损严重， 该市加大资金
投入， 对学校进行维修、 添置教育设
施，维修了教学楼，新建了厕所、改建
了澡堂、厨房，硬化了操场，添置新桌
椅 200 套，兴办了三个普教班，增办三
个幼教班。办学规模不断扩大，良好的
硬件设施让孩子们读书有了好环境。

为落实常宁市委全会关于加快高
中教育发展的决议， 塔山乡创造性出
台发展教育“20 条”。 投入 150 万元完

成塔山中学运动场建设； 启动中心幼
儿园建设； 招录分配塔山学区优秀师
范毕业生 6 名， 充实了塔山中小学校
师资力量。 启动瑶乡学子“读书与成才
工程”，帮扶 32 名寒门学子圆高中梦、
大学梦。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留人先留心。 常宁市对到偏远乡镇支
教 3 至 5 年的教师发放特岗津贴 200
万元。 市里还实行教师必须有 1 年以
上贫困地区支教经历才能评奖与调
动。 并通过吸引民间资金，筹集爱心人
士捐款，常宁“旅台”同乡会每年筹集
捐款 5 万元，还有“广东商会”等社会
团体为贫困学生捐款助学。

“富了不读书是暂时富，穷了不读
书要永远穷。 ”在烟洲镇石岭村的围墙
上， 这句标语格外醒目。 村民朱志衡
说：“自从有了教育扶贫， 孩子们读书
的热情越来越高， 村里因贫辍学的孩
子越来越少。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 ”“五一”期间，中国俄罗斯
问题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刘再起，中国
书法家协会理事、武汉大学教授车英，
中南大学国学院院长刘立夫， 在常宁
市西岭镇平安小学与学生面对面“约
会”，品国学，谈历史、说民俗。 这是常
宁市开展教育扶贫系列“专家进农家·
国学进小学·道德进万家” 活动的缩
影。 来自全市各中小学教师代表、村
民、学生等 1100 多人前来聆听国学讲
座，享受别开生面的“国学盛宴”。

常宁市把道德教育作为教育扶贫
的“法宝”，促进孩子们“德、智、体”全
面发展。 一股常态化的传统教育在大
义山脚下蔓延开来，进农家、进小学、
进万家。

“山再高，没有人高；路再长，没有
脚长”。 春潮带雨晚来急，扶贫攻坚正
当时， 常宁市在扶贫攻坚建设全面小
康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实……

党建扶贫
号准“脉”、开对“方”

产业扶贫
由“输血”变“造血”

教育扶贫
阻止贫困 “代际传递”

市长李涛正在胜桥镇利群村贫困户何万生家中了解情况。

市委书记曾义国查看蔬菜大棚。

塔山瑶族乡卫生院医护人员为村民免费体检。
郭兴成 摄

瑶民采摘茶叶。

西江漂流。

塔山山岚茶苗圃。 崔建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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