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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看嘉禾

颜石敦 陈志杰 廖阳钧 邓和明

基础设施是社会经济现代化
的重要标志，也是生产力要素的一
种综合体现。

贫困群众大部分生活在偏远
山区，资源缺乏、基础滞后，抓好
了基础设施建设，就增强了他们
长久持续降成本、增产增收的后
劲。

嘉禾是革命老区，一些偏远山
村交通不便，水利设施年久失修，
农业生产条件差，一年下来地里

“刨”不出几个钱。该县行廊镇洞
水塘村、普满乡向阳村的大部分
青壮年外出务工，村里贫困人口
不减反增。

“老百姓靠天吃饭，一旦遇上
干旱，原本就贫穷的生活更是雪上
加霜了。”

“种了点好东西，但因为交通
不便卖不出去，产生不了效益！”

“想把这片荒山开发成果园，
然而没有水的保障，果园怎么长
得出果子？”

……
为完善基础设施，帮助贫困

村、贫困群众脱贫，嘉禾县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供水一
体化、城乡客运一体化，支持各村
修路、架桥、电力改造、整治环境卫
生等。全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珠
泉镇白石塘村就是其中之一。

走进白石塘村，只见一栋栋
小洋楼鳞次栉比，宽阔的村道两
边绿树成荫，连绵青山与绿水相
映成趣。

“变化太大了！”白石塘村党
支部书记曾红生感慨。他告诉我
们，白石塘村是省级贫困村，虽然
离县城不远，但是村民生活用水
都无法保障，更别提发展农业。

当地村民渴望喝上干净、稳
定的自来水。2016 年，白石塘村
抓住县里“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
机遇，投入 20 多万元建设人畜安
全饮水工程，村民和城里人一样
享受“同水源、同水质、同水价、同
服务”。

解决缺水问题后，白石塘村大
力发展特色农业，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2016 年，该村成立油茶种植

专业合作社，采取“合作社+贫困
户”经营模式，流转土地 873 亩种
油茶，带动68户贫困户增收。

白石塘村村民曾令文及妻子
患病，3 个小孩还在读书，生活困
难。他被合作社聘用为护林员，
每个月多了 500 元收入，加上驻
村帮扶工作队对他家实行产业、
教育等一揽子扶贫计划，2016 年
顺利脱贫。

据介绍，目前嘉禾县累计投
入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资金 7.58
亿元，建成供水工程 7 处，高位水
池 6 处，日供水能力达 5.63 万吨，
全 县 行 政 村 供 水 覆 盖 率 达 到
100%。

尝到基础设施扶贫甜头的还
有珠泉镇富硒村等众多村子。早
些年，富硒村只有一条2米多宽的
泥巴路通往外界，村民外出晴天
一身土、雨天两脚泥。

“人多地少、交通落后，许多
村民不得不外出务工。”富硒村
综治专干邓小军说，村里的富硒
大米远近闻名，但运到县城售卖
不便。来回一趟费时耗力，当地
群众戏称“出门顶着星星，回家戴
着月亮”。

2016 年，富硒村在相关部门
的支持下，投资 480 余万元修建
通村公路，给村里经济发展插上
了“翅膀”。“以前，农产品愁卖，现
在客商直接进村收购，村民坐在
家里数钱。”邓小军说，外出打工
的村民又陆续回来种地了。

路通百通。富硒村修路时建
设排洪道，让路旁的 500 亩荒地
转化为农田，村里将这些农田流
转种植富硒大米、水果等，既壮大
了村集体经济，又扶持了一批种
植大户。

路通了，公交车开进村，富硒
村山货潇洒走出山门，村民的腰
包越来越鼓。今年，村民欧阳章
纯家的桃林喜获丰收，大赚了一
笔。

一条条公路向偏远山村延伸，
一个个项目在山区落地开花……
嘉禾县广大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据介绍，2015年以来，该县共投入
7946万元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自然村100%通公路。

天翻地覆慨而慷

唐艳丽 李永亮

决战决胜箭在弦上，时间紧迫战鼓
催征。茶陵县纪委监委聚焦决战决胜
的重点任务，结合实际，在精准监督上
做文章，创建了扶贫领域“1256”精准监
督体系。

“‘1256’具体来说是‘一定二看五
查六制’，主要是建立一个脱贫攻坚监
督责任清单，看扶贫措施是否落实到
位、看工作作风是否转变，重查五方面，
建立六项机制。”茶陵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黄勇说，通过创建精准监
督新体系，该县有力推动了扶贫政策有
效落实、扶贫资金规范使用、扶贫项目
及时落地，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
式精准监督格局。

“一定二看”，
看牢盯紧基层“小权力”

决战决胜总攻，执纪必须有的放
矢、靶向监督。

茶陵县纪委监委以一对一座谈会
的方式，邀请行业扶贫主管部门及对应
派驻纪检监察组，就扶贫工作中的问
题、派驻监督工作中的难点进行现场交
流；以一名班子成员包一个乡镇的联点

督查形式，深入乡镇、村开展扶贫“十
项”内容督察；以入村调研的方式，向每
个贫困村派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开展
蹲点督查等，深入一线收集“第一手”扶
贫信息。

扎实的走访调研最终形成了一份
脱贫攻坚监督责任清单。该县各级纪
检监察组织对照清单先审视自身，再
紧盯职能部门和镇村两级，看扶贫措
施是否落实到位、看工作作风是否转
变。

“一定二看”确定任务，明确责任，
提高了监督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也有利
协助了职能部门、乡镇党委、支村两委
落实各自责任，成效明显。2018 年以
来，茶陵县纪委监委共收到涉及扶贫领

域的信访举报 230 件，占信访举报总数
的 19.8%；共立案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262件，从违纪人员身份来看，
村级人员占比超过一半。

“五查”执纪，
让失职失责者付出代价

“没想到被侵占的钱还能退回来。”
6月 23日，虎踞镇三达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陈某从该镇纪委书记周强手中接过
退还回来的违纪款。

虎踞镇纪委日前在入村开展扶贫
督查时发现，该村党总支部委员张某漏
发、少发 56 户农户种植生姜的分红款
1.4 万多元。镇纪委对此案进行了查

处，及时将钱退还给了农民。张某受到
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为了让扶贫领域监督执纪更精准、
全面，茶陵县纪委监委严查扶贫工作不
实、作风漂浮；严查考核验收中的数字
脱贫、虚假脱贫；严查基层“微腐败”；严
査“四不摘”政策落实不力，及党员公职
人员在扶贫领域涉黑涉恶中充当“保护
伞”等五类突出问题，要求纪检监察干
部牢记在心，在具体监督检查中进行对
照，只要有类似问题的必查，确保扶贫
项目、惠民政策真正惠及群众。

“五查”层层传导，形成了县、乡、村
和部门“一盘棋”的良好工作格局，最大
限度地传递了正风肃纪的正能量。

精准“六制”，
实现对扶贫领域问责常态化

近日，幸福茶陵监督与服务微信
群通报几起扶贫领域“微腐败”典型问

题案例，湖口镇文泰村村干部宁某华
因在困难救助申报工作中优亲厚友，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通报发出后，一
些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备感责任和
压力，纷纷表示要真正管好自己那份

“责任田”。这是茶陵纪委监委“六制”
的一个缩影。

为实现对扶贫领域问责常态化，
茶陵县纪委监委分别建立工作例会联
系机制、监督检查工作机制、线索直查
快办机制、分片包抓督导机制、责任落
实追究机制、通报曝光警示机制。县纪
委通过日常督查、派驻监督、巡察监督、
专项监督等措施，对发生在扶贫领域中
的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问题，及时直
查直办，限时办结销号；对暗访、督查发
现和通报指出的问题，坚持一盯到底、
跟踪督办；对发生在扶贫领域的违纪违
法问题依纪依法严肃进行处理，用过硬
的作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1256”发起总体战
——茶陵县创建扶贫领域精准监督新体系

（之三）

有机引领致富路
白鹤镇紧邻常德市城区。长期以

来，白鹤镇以柳叶湖和太阳山为地理分
布，湖区产业以种稻为主、山区以油茶为
主。但由于乡村道路、农田灌溉等基础
设施薄弱，村民大多处于庄稼靠天收的
尴尬境地，加上一家一户各唱各调，品种
不优、规模不大，村民很难赚到钱。到
2014 年，全镇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46 户
1280 人 ，贫 困 户 的 年 人 均 收 入 不 足
2100元。

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成为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党工委、管委会思考
的问题，实践的重点。“我们要把脱贫攻
坚与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统筹衔接，不仅
要挖掉穷根，还要让产业兴起来，村民富
起来，乡村美起来，游人多起来。”柳叶湖
旅游度假区的执政者站在长远发展的高
度，超前谋划。

目标已定，关键要选准产业。柳叶
湖旅游度假区以白鹤镇肖伍铺、郑家河、
梁山和太阳山四个社区为核心，建设太
阳谷“4+9”乡村振兴示范片，健全土地
流转机制，以合作社、大户、企业为龙头
引领，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形式参与特
色产业连片开发。在产业发展方向上，
以民革市委委员李发明的郑太有机农场
为引领，同心同力打造太阳谷有机谷，让
有机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引领农民走
上致富路。

7 月 1 日，在首批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工程蔬菜供应基地——郑家河社
区郑太有机农场，藤缠蔓绕、瓜果飘香。
经理申宗昌主动当起向导：“有机农场对
空气、水和种植方式的要求都很高，我们
以太阳山为天然屏障隔离污染，从水库
引水，采用生物药、有机肥，人工除草，每
个品种蔬菜都要经过检测。有机种植不
追求产量，却能带来高附加值。今年虽
遇疫情，水果蔬菜销售额却同比增长
48%。”

郑太有机农场把周边村民门前的小
菜园统一起来，打造以“郑太”为主要品
牌的农户自持品牌，统一种植、管理、销
售和监督指导。郑家河社区 13 组村民
伍中华常到郑太集市卖蔬果，很有感触：

“城里人喜欢有机蔬菜，我们就按照这法
子种，好卖又赚钱。我们不用进城，在村
里就把蔬菜瓜果卖了。今年，我的李子

和桃就卖了1000多元。”
目前，太阳谷片区流转土地共 8835

亩，基本形成“肖伍铺的米、郑家河的菜、
梁山的果、太阳的花”一村一品的现代农
业产业发展格局。太阳谷已有 22 个现
代农业及旅游项目，累计吸引投资3.6亿
元，创造年产值 1.6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
700多个。6家企业成功获得有机认证，
13个品种获得有机认证，23个品种获得
有机转换认证，有机产品销售额达5000
多万元。在有机产业引领下，全乡只有
20户40人因无就业能力而尚未脱贫。

田园蝶变成公园
进入夏季，枇杷和乌梅虽已过季，但

梁山社区贫困户胡要文还是常到6亩水
果园里除草、查看新苗长势。这些果树是
他贷款5万元发展起来的“摇钱树”。“这
两亩枇杷和乌梅今年产生了效益，卖了1
万多元，好多游客自己来园里采摘。看到
村里游客越来越多，我又扩大规模，发展
到6亩。过两年结了果，我们的日子就像
这果子一样甜。”今年49岁、身患直肠癌
的胡要文满怀信心地说。

说起梁山社区的果，该社区扶贫专
干闻三平敞开话匣子：“我们这里打造百
果梁山，目前 30多种水果年产值超 100
万元。家家户户的庭院都栽种乌梅、枇
杷，既美化环境，又可增收一两万元。城
里人来到这里，就像逛公园一样，喜欢的
不得了。”

近年来，柳叶湖借助创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的契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走
出一条农旅融合的发展道路。该区整合
涉农资金 2亿多元，建成旅游公路 20 多
公里、村组公路43公里，并开展农村环境
连片综合整治，开展“美丽庭院”建设，
1205户农户庭院形成“一户一景、一步一
景”的乡村风景线。短短几年时间，田园
摇身变公园。2016年，太阳谷片区还被
当时的农业部评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2017年被中国农村杂志社评为“中国美
丽乡村百佳范例”。

农旅融合发展提升了附加值。现
在，太阳谷片区引导农民发展15家农家
乐和休闲农庄，2019 年接待游客 30 多
万人次，营业额达3000多万元。太阳谷
乡村振兴片区的农村年人均收入达到
2.9万多元。

农民写诗寄闲情
7月1日清早，白鹤山镇猴子巷社区

村民顾孔安早上起来，就在“白鹤诗社
群”里发了一首诗歌《典范》，为党的 99
岁生日献礼，随后扛起铁锹到田里放
水。听说白鹤诗社社长丁成美过来和他
切磋古体诗，顾孔安放下田里的活，到社
区迎接。

见丁成美在社区诗词文化墙边驻
足，顾孔安忙上前当起了向导：“这些诗
词的作者谢进华、曾祥林、郑盛杰、江大
华，都是我们本村的农民，和我一样，喜
欢农闲时写点古体诗。这边几首是我的
拙作，让您见笑了。”说着，他情不自禁地

吟诵起自己写的《农家三月》：“莺飞草长
柳丝长，三月农家百事忙。布谷催春啼
晚露，雄鸡唱晓唤朝阳……”

顾孔安把丁成美带到自己的小院。
三五间平房，土黄色的外墙一看就是新
打整的，门前的两个小荷塘，荷花争艳，
罗裙一色。“以前在城里照顾外孙，去年
回来重新打整房子，住回农村，还是田园
生活有滋味。”顾孔安说，家里两亩水田，
种了双季稻，还养了30多只鸡。平时当
保安，闲时学写诗。说完，顾孔安从电动
车的尾箱里拿出一本《诗词格律教程》和
一个笔记本：“没事我就照着书学写诗，
灵感一来把诗句记到本上。农村的田
园、生活的变迁和国家大事，都是我的素
材。现在日子好了，不为柴米油盐发愁，
我就写点诗找点乐趣，寄托精神。”

顾孔安所在的白鹤诗社，是白鹤山
镇的一块金字招牌。目前全社120多名
成员中有 70 多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白鹤镇也因此被评为“湖南省诗词之
乡”，现在正向“全国诗词之乡”冲刺。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近年来，柳叶湖
旅游度假区以太阳谷片区为引领，辐射周
边 9 个村居，不仅在产业发展上下足功
夫，还注重文化和乡风引领。在柳叶湖太
阳谷片区，文化长廊、诗词长廊、乡村大舞
台等文化符号，已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丰富着示范片农民的文化生活。各社区
组建的农民号鼓队、健身舞队、歌舞队，还
多次在常德市群众文体活动比赛中获奖，
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之乡”。

每到清风吹拂的傍晚，抑或是闲暇之
余，乡亲们或吟诗
作 对 ，或 打
起腰鼓唱起
歌 ，歌 唱
这盛世之
下 ，太 阳
谷里新事
多！

太阳谷里新事多
——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太阳谷乡村振兴示范片见闻

姜鸿丽 伍中正

竹绿树新，一雨洗尘。坐落在
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白鹤镇的
太阳谷，愈发青翠欲滴，空气沁人心
脾。行走其间，黝黑的柏油路，像一
条绸带，在初夏的绿荫中轻轻地飘

向前方；白墙黛瓦的江南民居一字
排开，诗意盎然；篱笆小院里，时令
蔬菜瓜果清香袭人；有机蔬菜园、水
果采摘园、农家山庄星罗棋布，在山
谷翠屏之下，悄悄生出“金子”，富了
投资商的口袋，鼓了村民的腰包。

眼前的如画美景，让白鹤镇党委

副书记莫颖卿感触颇深：“2014年，全
镇3.1万人，农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只有9356元，短短五六年的光景，增
加到24800多元。老百姓的腰包鼓
了，村村都有了产业、村民们家门口
就业，农村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庭院
是花园，这就是小康的日子呀！”

太阳山成为有机种植的天然屏障。 卜 云 摄

王 珊 黎 莉 袁 银 凌 利

三湘大地，“决胜全面小康”激战正
酣。

全面小康离不开全民健康。如何
筑好守护人民的“健康堡垒”？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以党建为引领，
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将党建融入改革
发展、队伍建设、医疗服务、社会公益等
各方面，用心打造省内领先、国内一流
的创新型地市级妇幼保健院，为妇女儿
童的健康撑起一片天！

一面旗帜 引领前行方向
6 月 13 日，在腾讯“云会议室”，株

洲市妇幼保健院第五党支部与复旦大
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新生儿科党支部、宝
鸡市妇幼保健院妇产二支部等5个支部
上了堂别开生面的“大党课”。结合疫

情防控，5 位支书说经历、谈体会，党员
们共享“思想大餐”——这是“长三角妇
产科党建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早在 2014 年，株洲市妇幼保健院
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就开启了
业务合作。为了将合作向纵深推进，今
年，两单位携手长三角妇产党建联盟，
推动党建共建，促进医院创新驱动、全
面发展。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党委负责人、院
长周春慧说：“党建是医院各项工作开展
的重要保障，是推进发展的指路灯塔。
医院要想发展，首先要加强党建工作。”

为此，该院始终坚持党委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严格执行党建工作责任
制，坚持“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全
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提升党的建设。

医院将党建与医院改革发展同谋
划、共部署、齐推进：把支部建在临床一
线科室上，党建与业务两手抓、两促进、
两提高，在医联体开展党建共建……

“三甲”创建工作是医院发展的“重头

戏”，医院把这项工作纳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过程，既武装“思
想”又增强“体魄”。

一系列“党建+”文章，推动了医院
高质量发展，民生实事项目有效实施，

“三率”控制成效显著，2019 年 1 月至
今，全市孕产妇死亡率为零，出生缺陷
发生率创株洲历史上最低水平。

去年，医院顺利通过生殖医学中心
国家级验收，高分通过三级甲等妇幼保
健机构评审，被省卫健委推荐为“2019
年度国家级母婴安全优质服务单位”，
作为全省唯一一家地市级妇幼保健院
参评。

一种力量 激荡红色医魂
2020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打破了生活的平静。作为株洲
市“母婴的港湾”，株洲妇幼第一时间行
动起来，全力保障妇女、儿童两个特殊
人群的健康安全。

院党委举旗担当，对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周密部署。支部党员率先递交“请
愿书”，冲锋一线。在他们带领下，该院
先后有 12 名医护人员前往株洲市定点
集中隔离救治医院参与救治工作。湖
北方舱需要援驰，短短两个小时内，近
百名医护人员踊跃报名。

在医院“大本营”，各党支部联合院
团委、工会成立志愿服务队，组织志愿
服务 981 人次。公交停运，支部想方设
法解决职工上下班问题；疫情最紧张的
时刻，党员坚守急诊、发热门诊等防控
最前沿，主动请缨为武汉来株孕妇上门
产检，积极收治隔离观察期孕妇并守护
顺利分娩。

“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个党员一
面旗帜”真正写在抗疫战场上，写在了
人民群众的心中。疫情期间，该院共有
28人递交入党申请书，3人火线入党。

“党员身上有一种力量，它是医院
文化的精神底色，也是一切工作的动力
源泉。”周春慧的话掷地有声。

为了充分激发这种力量，医院全面

推进“组织力提升工程”，不断夯实基层
基础；开展“比一比、看一看、评一评”

“一比、二看、争三佳”“心灵美、行为美、
服务美”等活动，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建
功立业。全院涌现出一大批“党员先
锋”：学科带头人、市优秀医师、“三八红
旗手”、市芙蓉百岗明星、湖南省最美女
医生，还有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医
护人员、劳动者……他们以严谨态度和
忘我精神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品质，凝聚
起医院发展的磅礴伟力！

医院近年来改革工作、学科建设、
科研教学等硕果满枝，先后有18项科研
项目获省、市科技进步奖，妇科腔镜专
科、新生儿科、小儿外科被评为三个市
级特色专科，妇科被省卫健委确定为市
州级临床重点专科。

一份初心 换得百姓安康
炎炎夏日，株洲市妇幼党员志愿者

们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奔赴医院精准
扶贫对口帮扶点醴陵市石亭镇走访慰
问。在当地敬老院和幼儿园，他们为老
人和幼儿免费体检，送去常用药品，赢
得乡亲们“点赞”。

“服务为先、质量为本、母婴安康”
是株洲市妇幼的宗旨，也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体现。为了践行
好这十二个字，医院各级基层党组织将
服务群众作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
宿点——

以妇幼健康联合体为载体,开展“牢
记初心、健康有约百千万”活动，牵头发起

“太阳花”妇幼健康行活动，党员干部进社
区、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乡村、进市
场开展公益健康讲座、健康咨询、义诊、疾
病筛查、健康体检、义务劳动等志愿服务，
去年开展免费“两癌”筛查75批次、7551
人，免费幼儿体检15602人。

做好对口扶贫、扶贫帮困工作，近3
年来，投入扶贫资金 60 余万元，组织消
费扶贫爱心认购、健康讲座及义诊活
动，在特大洪灾中组织全院职工为受灾
群众捐款5.67万元。

以党风带行风，推动医院政治生态
全面净化。全院医德医风进一步好转，
连续五年无医疗事故发生。

全心全意的付出，换得了群众的“幸
福指数”。近年来群众对株洲市妇幼保
健院满意率达到97.8%以上。医院先后
荣获“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
国妇幼卫生先进单位”、“全国巾帼文明
岗”、“湖南省妇幼卫生先进单位”、“湖南
省消费者信得过单位”等称号。

逐梦健康 红色领航
——株洲市妇幼保健院抓党建促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