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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笔者走进泸溪县浦市
镇长坪村， 眼前展现出新农村美景：
44 栋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后焕然一新，
3.5公里通组公路硬化到家门口，干净
卫生的水哗哗流进农家， 看到的这幅
新农村图景， 正是一份精准扶贫脱贫
的精彩答卷。

3 年前， 省扶贫办进驻长坪村开
展定点扶贫。 3年来，工作队在基础设
施、产业扶贫等方面精准发力，全村生
产生活条件大改善， 贫困群众收入显
著提高， 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
化，真是今非昔比，让人刮目相看。

产业扶贫“输血”又“造血”

产业发展是贫困村脱贫的终极支
撑。扶贫工作队为村里购进收割机、耕
田机等机械 13套，引导村里成立润丰
农机专业合作社， 为村民提供农机服
务。 同时，工作队争取资金，建成一座
60 千瓦光伏扶贫电站，并网发电所带
来的收入，归村集体所有，填补了村集
体经济的空白， 至今村集体经济突破
7万元。

在工作队帮助与引领下， 村民成
立椪柑、中药材等 8个种养合作社，流
转土地 600余亩， 种植 320亩太空莲
与中药材、饲养林下鸡 10000羽，免费
为贫困户发放 1300头铁骨猪，并为贫
困户解决了农副产品销售问题。

王建好、王治家、王伟 3 名村民，
得知村里的新变化后，回村创业，投资
51 万元流转土地 120 亩， 种草莓、荸
荠，养鸭 5000 多羽，年产值达 100 万
元， 安置了 20 名村民就业致富奔小
康。

结对帮扶覆盖又精准

长坪村是一个由 4个村合并而成
的大村，有贫困户 225 户 842 人。 扶
贫工作队强化党建引领扶贫， 把打造
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队”放在首位。 配
强村支两委，班子工作热情高、致富信
心强，群众满意度提升。

驻村伊始， 省扶贫办的 60 名干
部， 与村里的 116户重度贫困户结成
帮扶对子，因户施策，对“症”下“药”;
其余贫困户由村党员干部、 能人大户
结对帮扶， 实现了贫困户结对帮扶全
覆盖、全脱贫。

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先后 5 次到
长坪村， 省扶贫办其他党组成员也多
次携干部进村入户，开展“一进二访”
活动，通过三年的帮扶，贫困村民顺利
脱贫摘帽。年逾五十的王文长，是村里
穷得叮当响的“光棍汉”，2015 年 9 月
25 日， 王志群率干部深入村结对帮
扶，与王文长结了“穷亲”。

王志群当时与王文长商量：“帮你
危房改造，建一栋新房；还帮你申请了
4万元扶贫贷款，建一个猪栏，买 20头
猪饲养。 争取一年脱贫，两年发展，三

年娶媳妇回家！ ”经过王志群 3年的精
心帮扶，王文长盖起了新房、新建了 40
平方米的猪圈，养了 14 头猪，加上产
业帮扶分红，过上了幸福新生活。 2018
年底， 王文长通过媒人介绍与夏桂莲
喜结良缘，顺利实现了脱贫又脱单。

民生改善惠民又富民

扶 贫 工 作 队 落 实 《长 坪 村
2015-2017 年扶贫脱贫规划》， 实行
“规划到村、项目到户、帮扶到人”。

据村民的需求， 维修自来水井 2
口、 新钻水井 228 口， 解决了258 户

1150 人的饮水难；安路灯 72 盏，村里
夜间亮了。

硬化村组公路 3.5 公里， 修机耕
道 5.6公里， 方便了 5个自然村 1683
人的出行；维修水渠 1800 米、溪坝 6
处，解决了 2000亩农田灌溉问题。

完成 68户贫困户危房改造、易地
扶贫搬迁，受益贫困群众赞不绝口。

汗水没白流,心血没白费。 3 年的
真情扶贫，长坪村华丽转身，村产业脱
贫风生水起, 贫困群众获得感一路攀
升, 经上级相关部门现场验收，170 户
619 名贫困群众脱贫摘帽、村出列，贫
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21.2%下降至
目前的 0.6%,被评为全省扶贫先进村。

今
朝
刮
目
看
长
坪

︱
︱︱
省
扶
贫
办
驻
泸
溪
县
长
坪
村
扶
贫
脱
贫
记

■ 向民贵 李新华 谢宏丽

2019年12月2日 星期一
版式编辑 粟丽华

工作队始终聚焦“两不愁、三保
障”目标，抓实干部结对帮扶，建立帮
扶台账， 省扶贫办 75 名干部在村结
对 125 户贫困户，实现帮扶贫困户全
覆盖、全脱贫。

帮扶责任人因户制订帮扶措施、
脱贫规划，走家串户，解决贫困群众
需求，一来二去,群众交口称赞,这些
省城来的干部“真棒”。

今年，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先后
4 次携单位全体党员干部扶贫济困，
他结对帮扶的 4 户贫困户均摘帽脱
贫。

工作队落实产业帮扶资金 65.76
万元，扶贫信贷 138 万元；教育补助
发放资金 97.1 万元； 落实医疗救助
193 人次， 发放救助金 106 万元；易

地搬迁 11 户 39 人， 危房改造 69 户
278 人，真正做到“帮到难处、扶到实
处”。

省扶贫办领导多次率干部员工
到村问诊民生难题,拓宽致富之道。今
年三次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到麻溪口
村结对帮扶、走访慰问，解决具体困
难。“省城来的干部把我们当亲人，我
们也把他们当家人！ ”六组贫困户段
周理说。

工作队始终注重发挥“领头雁”
效应，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该村
今年脱贫 42 户 172 人， 年底前户摘
帽、村退出，贫困发生率降为 0.59%。
当下，工作队正在紧盯目标，高质量
决胜脱贫攻坚战，交一份全面小康麻
溪口村的绚丽画卷，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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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扶贫办泸溪县麻溪口村驻村扶贫脱贫成果展示

12 月 1 日，走进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

村,满山遍野的椪柑果挂满枝头、一排排新

楼房造型别致。 这个多年贫困落后村,一举

变成了闻名的富裕村， 这得益于一支坚强

有力的省扶贫办驻村扶贫工作队。

省扶贫办驻村工作队在定点扶贫长坪

村整村脱贫后，2018 年 2 月， 又马不停蹄

入驻深度贫困的麻溪口村，绘就蓝图、奋力

攻坚、大兴产业，在湘西大山深处的泸溪奏

响了一曲同步小康的脱贫攻坚壮歌。

（本版图片摄影 向民贵）

强根基，完善设施斩“穷根”

麻溪口村地广人稀、贫穷落后。 工作队迎难而上，尽
锐出战，累计投入资金 2100 万元，完成公路硬化 16 公
里、扩宽 2 公里，新修公路与产业道 8 公里，实现了水泥
公路组组通，解决群众“行路难”。

维修溪坝 3 处、 水渠 1500 米、 山塘 5 口， 使全村
2800人告别了“饮水难”。

建成了集“两委”办公、党员活动、村民服务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维修两栋废弃村教学楼作为村
民活动中心，配齐广播、音响等器材；新修的篮球场配置
了乒乓球台、 健身器材等； 修建 1000 平方米村文化广
场，村村响覆盖全村山寨，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建成了以表现兑积分、 以积分换商品形式运行的
“扶贫爱心超市”，激发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实施“亮化”、“美化”工程，安装便民路灯 230 盏，打
造了 2 个自然寨的“美丽乡村”试点。 如今“小桥流水人
家”的美丽画卷就是麻溪口人的幸福家园，村民们一张
张笑脸就是省扶贫办工作队奋力书写的脱贫攻坚圆满
答卷。

“我村属合并村，脱贫任务艰巨，但省派工作队员个
个很给力，来村两年奋力扶贫，村里变化喜人，群众看在
眼里，记在心中，对扶贫成效很满意。 ”村支书李高明发
自肺腑说。

兴产业，精准发力摘“穷帽”

驻村工作队按照“五个一批”、“六个
精准”和“四跟四走”要求，扎实开展脱贫
攻坚，深入田间地头、贫困户，与贫困群众
共谋脱贫致富大计， 落实贫困户帮扶内
容、谋划特色产业项目。

“发展产业是精准脱贫的根本之策和
长久之计。 ”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在调研
麻溪口村时强调。 工作队围绕这一脱贫思
路大兴特色产业。

倾力实施产业扶贫，把“输血”与“造
血”深度融合，在村发展了以椪柑、油茶、
杜仲、养殖业等主导产业。同时，加强就业
培训，转移贫困人口就业 117 人，增强了
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

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利用村资源建
了 200千瓦光伏发电，增强自身的造血功
能，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集体经济达 13
万元。

在工作队指导与扶持下，湘西和益
生物科技公司与泸溪椪柑公司在村流

转土地 5200 亩， 发展椪柑、 脐橙 800
亩、 杜仲等药材 1500 亩， 猕猴桃 300
亩，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 + 扶贫”的
利益联结机制，按照“公司占 51%，贫困
户占 39%，村集体占 10%”的分配模式，
项目带动了 337 户、1252 名贫困群众在
家门口就业致富奔小康。 三次分红 17.5
万元，有效提升了贫困村民在脱贫攻坚
中的获得感。

全村种植油茶 3200 亩， 村民纯收入
310 万元。 泸溪红苗木公司种植黄柏
2000 亩， 村致富能人宋八连种柑橘 60
亩，为 26名贫困户电商销售椪柑 1.2万公
斤，使他们增收脱贫。

引进百宜公司入村，拟投资 1.5 亿元，
建年产 30 万头仔猪的现代化养猪场和有
机肥加工厂，可安置 200 多贫困村民在家
门口就业脱贫。“引进百宜种养场，村民可
在‘村就业车间’上班了，建成小康村大有
希望。 ”村支书李高明如实说。

舍“小家”，用功扶贫为“大家”

驻村工作队践行初心使命，来到深度
贫困的泸溪县，为麻溪口村这个“大家”带
来了脱贫致富的“春天”， 却由于工作繁
忙，经常照顾不到自己的“小家”。

工作队队长段吉广， 儿子高考在即，
家中大小事情全由妻子一人照料，他却义
无反顾地战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队员董捷，刚结婚便来到麻溪口村扶
贫，夫妻新婚燕尔不得不忍受别离。今年，
妻子不幸流产，董捷为打通脱贫“最后一
公里”，没有回长沙照顾妻子，军人出身的
他从不诉苦，但在他平静的表情下，可感
受到他作为丈夫的愧疚与无奈。

队员王静，从妻子怀孕到生产都很少
能回去陪她， 每次隔着手机屏幕与妻儿视
频时，不苟言笑的他总是开心得像个孩子。

工作队员的全身心投入，换来的是麻
溪口村的美好新生活。

引进的百宜生猪养殖场，76户村民流

转土地，增收计 320 余万元。 壮大产业基
地，31户建档立卡户得以在椪柑、杜仲、油
茶等基地就近务工，每年增收 77万元。

鼓励“先富带后富”，发展种植养殖大
户 18户， 带动 31 户贫困群众脱贫增收。
养殖大户覃清平通过养牛年收入 32 万
元，利用养殖收入发展油茶产业，今年家
庭人均纯收入 37238 元， 成功高质量脱
贫，并带动邻居贫困村民致富脱贫。

大力推进消费扶贫，参加省农产品展
销会，打响“麻溪口村”品牌；对接社会扶
贫网站，建电子商务服务站，在线销售优
质农产品； 协调后盾单位购买村民蜂蜜、
椪柑等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加速了村
民致富步伐。

今年 8月， 工作队跨越 1270 公里到
杭州开展“劝学行动”，经过多方协调、现
身说法、苦口婆心劝说，终于啃下了“控辍
保学不漏一人”这一硬骨头。

重民生，真情帮扶显大爱

麻溪口村 200
千瓦的 光伏发电
站。

村民喜采杜仲茶。

致富能人宋八莲帮带贫困户。

省扶贫办率领机关干部在村里结对帮扶。

省扶贫办访问贫困户。

产业技术培训。

省扶贫办“结对帮扶走访慰问调研”活动。

村民喜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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