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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 记者来到凤凰县腊尔
山镇夯卡村采访。

原来居住在雷公潭峡谷中的35户
100多名苗族同胞，于2017年1月17日，
全部搬迁至腊尔山镇旁边的“同福苗
寨”。

记者看到，35栋苗族特色砖瓦房，
按照地势和苗族的建筑习惯， 围成了
一个大圈。农家户户都在当头的墙上，
插着一面鲜艳的国旗。

61岁的单身汉龙安富， 主动向记
者讲述搬迁后的心情：“我的获得感、
幸福感都满满的。”

村党支部书记麻金革告诉记者，
村里现在有3个扶贫车间，不仅本村的
人可以在车间就业， 镇上其他村的人
也可以来就业；寨子名叫“同福”，是村
民们共同取的， 通过搬迁共同幸福之
意。 今年同福苗寨自行组织了第一个
农民丰收节的庆典，祝福祖国、感恩党
的领导。

为压实扶贫责任,在2020年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自治州相继出
台《关于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冲刺
战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落实脱贫

攻坚工作责任制的通知》等文件，大力
推行“州级领导联县包乡、县级领导联
乡包村”制度，认真开展领导干部“三走
访三签字” 工作，35名在职州级领导干
部带头落实联县包乡扶贫工作责任，累
计走访358天次，人均走访10.2天次。

推行“帮扶一月一走访、问题一月
一清零、情况一月一上报”的驻村走访
“三个一”制度，州、县、乡工作队员每月
驻村、宿村不少于20天、10晚，帮扶干
部每年进村入户不少于5次，乡镇、村和
扶贫工作队每月召开例会，及时调处化
解矛盾，确保当月问题当月清零。

自治州着力提升扶贫干部的扶贫
能力———分批次组织35名在职州级干
部、115个乡镇（街道）党政正职、8个县
市区主要负责人、州直单位处级干部等
1200余人，参加了4期“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脱贫
发展能力”培训班，广泛深入宣传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精
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真正让各级党员干
部入脑入心， 让广大群众家喻户晓，确
保全州脱贫攻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
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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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陈昊

冬天的武陵山上，是极寒冷的。然
而，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干部群
众，却不畏严寒，正在与千百年来的贫
困，作殊死决战。

40年前，自治州还是贫困、落后
与闭塞的代名词， 扶贫成为最艰巨的
任务。

天翻地覆慨而慷。改革开放40年
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自治州扶
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近5年
来, 精准扶贫与美丽湘西建设同步推
进，2014年至2017年， 自治州累计减
贫40.88万人， 贫困村退出500个，贫
困发生率由31.93%下降到10.41%，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4229

元增加到2017年的8273元。自治州正在
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生态文化公园。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3日在
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
扶贫”重要思想以来，自治州牢记嘱托，
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涌现了
花垣县十八洞村、凤凰县夯卡村、泸溪县
宋家寨村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脱
贫典型。

10月28日，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大会在自治州
召开。 省委书记杜家毫指出：“十八洞村
是全省乃至全国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指出：“十八洞
村的脱贫事迹， 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
湖南的成功案例和生动实践， 在全国可
复制可推广。”

围绕“两不愁”，自治州持续攻
坚，切实兜住民生底线。

自治州将全州18.4万人纳入
农村低保，其中含社会保障兜底对
象39236人， 城乡低保实现应保尽
保；对全州4万名农村特困人员，包
括五保对象， 持续加大救助供养；
全面落实全州孤儿1985人、重度残
疾人2.74万人、 困难残疾人2.59万
人的保障和补贴资金，及时保障受
灾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全州“两不
愁”目标已实现。

围绕“三保障”，自治州精准发
力，不断提高贫困群众获得感。

在教育帮扶脱贫上，认真落实
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免学费、教科书
费和中职教育免学费政策。对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及城乡低保户子女
给予生活补助，对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考取本科、专科的大学新生给予
一次性资助，做到不让一名学生因
贫失学。

全面落实“三提高、两补贴、一
减免、一兜底”等政策。自治州贫困
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参
保率达100%， 对贫困人口参加城
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
给予补贴； 将建档立卡贫困患者、
农村低保对象患者、大病患者及特
殊慢性病患者“四类人群”住院医
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从2015年的
56.5%提高到2018年的85%； 实行
建档立卡贫困户“先诊疗后付费”
和“一站式”结算机制，对特困患者
给予特殊帮扶，努力防止因病致贫
返贫。

在住房安全保障上，统筹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
2016年、2017年累计完成6.13万人
搬迁，2013年至2017年累计完成
农村危房改造6.69万户。2018年预
计脱贫14.5万人以上，退出贫困村
374个， 贫困发生率下降至4.39%
以下。

创造了4项世界第一的矮寨特大
桥，从悬崖间“飞过”，四周云雾缭绕，
犹如天路。

此前， 自治州对这一工程是不可
想象的。

桥下，就是矮寨公路。这条有“公
路奇观” 之称的公路， 水平距离不过
1000米，因为垂直高度440余米，整个
山体的坡度达70°，13道锐角急弯，26
段公路路面上下重叠、几近平行。

矮寨公路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
来自治州公路交通建设与发展的历
程———先是由砂石路改成了柏油路，
再由柏油路改成炒砂油路； 由原来的
四级路面，扩宽成二级路面。她更是看
着头顶上的矮寨特大桥， 从无到有的
成长。

2017年9月14日，古丈县至吉首高
速公路正式通车。至此，自治州8个县市
和湘西经开区全部通了高速公路。

40年来，自治州在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交了一份振奋人心的成绩单，建
成了一大批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
项目。

1978年12月， 自治州第一条铁
路———枝柳铁路自治州段建成通车；
2008年12月， 常吉高速公路通车；
2012年3月和12月， 吉茶和吉怀两条
高速公路通车；2013年11月， 张花和
凤大两条高速公路通车；2015年9月，

龙永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如果把这几条高速公路比作自治

州的“任脉”，那么一横一纵的两条正在
建设中的高铁———黔张常铁路和张吉
怀高铁，则犹如自治州的“督脉”。2014
年开工建设的黔张常铁路， 将于明年7
月联试，12月全线通车；2016年底开始
建设的张吉怀高铁， 预计2021年底通
车。

交通的大格局很重要， 交通的微网
络也不可少。

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正式实施， 自治州成为全省扶贫攻坚的
主战场， 农村公路建设也迎来了历史性
发展机遇。1995年到2006年，全州新修、
改造通村公路6540公里，行政村通公路
率由53.6％飚升到96.4％，同时，州境国
省道主干线及部分重要网络公路全部
油路化。“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全州累
计投资75.4亿元， 建成农村公路通畅工
程9294公里，实现了“县县通二级路、乡
乡通沥青水泥路、 村村道路硬化” 的目
标。

进入“十三五”以来，自治州大力实
施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 农村公路安
全生命防护工程和危桥改造工程。2016
年、2017年， 全州改造农村公路987公
里，建设农村公路生命防护工程1005公
里，改造危桥209座，切实保障广大农民
群众行有所乘、货畅其流。

� � � �扶贫，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交通建设担当起扶贫
“先行官”的角色

� � � �当 “两不愁” 已解决
时，努力实现“三保障”便
是扶贫工作的着力点

� � � �把真脱贫、脱真贫当作目标，把贫困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当作追求

� � � � 10月29日，花垣县十八洞村秋意尽显，色彩斑斓的树叶沐浴在晨曦之中，构成
一幅美丽的画卷。（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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