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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如何落实？驻村第一书记既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支点，也是精准扶贫联通上下的中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因村派人要精准”，说的就是要选准派强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第一书记，是尽锐出战的先锋。日前，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走近这些奋战在我市脱贫攻坚最前线的驻村第一书
记，他们有的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微企村，有的发挥自身特长创新工作方法，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在精准扶贫中的生力军
与突击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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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上午，云阳县石门乡石门
社区三组村民刘红梅在地里拔了一背
篼牛皮菜，刚走进院坝，远远就看见两
个人迎面走来。

“王书记，你怎么来了？”刘红梅放
下背篼，迎了上去。

来人是云阳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王雍和县市场监管局干部任刚。一个
是石门社区上一任驻村第一书记，一个
是现任驻村第一书记。

“我来看看你们和长毛兔啊！”王雍

笑呵呵地说。
“那个长毛兔，逗人喜欢得很！”刘

红梅满脸兴奋，“多亏你让我们养了长
毛兔，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去年脱贫
了！”

紧邻奉节县的石门乡石门社区，是
云阳县最偏远的乡村之一，距县城约80
公里，开车要近2个小时。这里也是云
阳县的贫困村，到2017年全村尚有贫
困户60户。

刘红梅家就是其中之一。

“我和老公都不是懒惰的人，也没
病没灾，只是两个娃儿读书太花钱了，
家里成了贫困户。”刘红梅告诉重庆日
报记者，家里两个孩子，女儿20岁在永
川上大学，儿子18岁在云阳南溪镇念
高中。

“我们认真分析了村里贫困户的构
成。”王雍说，其中，既有因学致贫，也有
因病致贫、因残致贫、因灾致贫和缺少劳
动力致贫。有没有一个产业，既适合当
地气候条件，对劳动力要求又不高呢？

经过充分调研后，王雍发现，当地
海拔1100—1300米，属于高山地区，气
温较低，有养殖长毛兔的传统。

“长毛兔怕热，不怕冷，特别适合高
山地区养殖。”王雍说，而且长毛兔个头
不大，吃得也不多，可以全程圈养，对劳
动力要求不高，妇女、老人都可以养。

有了村民的支持，王雍开始张罗着
为村民创建微企，办相关执照，申请政
策扶持。

“按照相关的微企政策，每户可享
受3万元左右的扶持补助资金，50多户
就有100多万元。”王雍说。

为了真正把长毛兔特色微企村办
起来，村社干部、村民代表一起商量，采
取村里先垫资统一建设兔圈、兔笼，统
一采购饲料和种兔，然后按需求分配到
每户养殖户喂养。待养殖形成规模验
收合格后，再从每户养殖户补助的财政
资金中扣除建设资金及种兔等费用。

“兔子吃得少，比养猪省事得多。”
刘红梅告诉记者，一头猪一顿要吃一大
背篼的猪食，还要把猪食煮熟，费力又
费时。长毛兔一天只吃两顿，上午一把
饲料，下午一把草，省时省力。

“所以村里一般每家都只喂两三头
猪，多了喂不了。但长毛兔喂100只都
不成问题。”刘红梅说，而且长毛兔见效
快，买回来的兔种，一般养2个月就可以
剪第一次毛。

刘红梅告诉记者，一只长毛兔，一
年可剪 5 次毛。兔毛价格低的时候
80—90 元/斤，高的时候可达 120 元/
斤。平均下来，养一只长毛兔一年可赚
四五百元。

2017 年，刘红梅就赚了一万多
元。尝到甜头后，2018年她再次扩大

了长毛兔养殖规模。如今她的养兔场
已经有长毛兔60多只，今年她准备把
规模做到100只。

尝到甜头的可不只刘红梅一家。
“凡养了长毛兔的村民，基本上一

年要增收1万元以上。”任刚告诉重庆日
报记者，在长毛兔产业的帮助下，石门
社区已实现整村脱贫。

但长毛兔养殖特色微企村的打造，
石门社区并没有就此止步。

“村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真正
要把长毛兔养殖好，还需要掌握很多知
识，这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并给予帮
助。”任刚告诉记者，他和王雍此番再次
调研长毛兔养殖情况，就是了解到在养
殖过程中，村民还存在一些没有引起重
视或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肩上的责任。”任
刚说，在走访结束后，他和王雍计划请
县畜牧局的专家来给村民进行系统培
训，争取把长毛兔这个产业在石门社
区做大做强，带领村民走上更加富裕
的道路。

本报记者 曾立

曾堰是城口县委宣传部理论科科
长，一个名副其实的“笔杆子”，2015年
到明通镇乐山村做扶贫工作。4年来，
这个“笔杆子”用签字笔记满268张便
签纸，记录了群众反映的困难等情况；
用一支小毛笔，书写60余副对联鼓励
贫困户立志脱贫，并把50亩黄精苗子
作为自己的扶贫示范责任田，带领大家
发展起脱贫产业。

乐山村的老百姓都说：“这个‘笔杆
子’，还真有‘两刷子’！”

一支签字笔
268张便签纸记满群众困难

曾堰到乐山村的第一个走访对象是
贫困户苏叶祥。苏叶祥的母亲患有慢性
病，妻子患有精神病，孩子还在念小学。

“我家收入不多，家人也指望不

上……”苏叶祥见曾堰很随和，便打开
了话匣子，将一肚子苦水全倒了出
来。临走时，曾堰将身上穿的外套脱
下来披在苏叶祥身上，安慰道：“你是
家里的顶梁柱，希望都在你身上，你要
注意身体。”

回到村上，曾堰拿出便签纸，把苏
叶祥家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记下来贴
在了桌子上。他说，这样随时能看见，
好提醒自己尽快去解决。

如今，苏叶祥一家住进了新房子，
教育、医疗都有了保障，还发展起了魔
芋产业。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去年8月，曾
堰从驻村工作队员变为第一书记后，需
要解决的事情更多了，他担心忙起来遗
漏了群众的诉求，就坚持把群众急需解
决的事情写在便签上，贴在住处最显眼
的墙壁上，“睡前思、晨起看、白天办，时
时提醒马上办、尽快办。”

“动员老任家的儿子外出务工”“项
朝兵家床坏了，想办法解决”“老杨腿上
的钢板还没取出，支持和鼓励他在镇上
把鞋摊经营好”……

在曾堰的寝室，记者看到了满满
一墙壁工作便签，足足有268张，除了

问题，还有解决的办法和办结的情
况。曾堰说，“群众事无小事。在查摆
问题上做‘加法’，消化问题上做‘减
法’，问题就会越来越少，群众满意度就
会越来越高。”

一支小毛笔
60副春联唤起贫困户立志脱贫

以前的乐山村，有不少群众“争当”
贫困户，存在“等靠要”思想。

“不改变思想上的贫困，就无法真
正脱贫致富。”曾堰又发挥另一支笔的
优势——用手中的毛笔，根据贫困户家
庭实际情况编写春联。既反映生活，又
提振精神，引导他们立志脱贫。

乐山村五组的高方友与老伴儿都
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没法干体力活，生
活很困难。

“人老心不老，体衰志不穷。”
2015年初次见面，曾堰就送给两位老
人这样一副对联。后来，在曾堰的鼓
励下，两位老人建起鸡舍，搞起了庭院
经济，饲养了90多只山地鸡，还喂养
了4头猪，日子开始好转起来。今年，
曾堰又给两位老人送上了新春联，“兴
家创业勤奋贵于心，饮水思源洪恩当

报党。”
对个别内生动力弱的群众，曾堰就

写上“要脱贫干才行，要想富全靠做”的
对联来鼓励他们；对常年在外务工村
民，他又送上“春风拂前河山清水秀当
自强，时雨润乐山富民兴家要感恩”的
对联予以引导。

……
4年来，曾堰为村民书写对联60多

副，拉近了干群关系，激发了贫困群众
的内生动力。他还牵头开展脱贫家庭
星级评定、我是乐山小主人、摆田坎龙
门阵、提炼家风家训等活动，不断消除
群众思想上的贫困，乐山村因此涌现出
一批主动脱贫户。

唐友权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
家还住在高山上的危房里，不想发展什
么产业。曾堰采取送对联、谈心、算账
等多种方式，慢慢激发了唐友权主动脱
贫的决心。如今他种植中药材150亩，
不仅自己脱了贫，还带动了10余户贫
困户增收。

一块“责任田”
示范带动培育脱贫产业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要干部群

众一起干。”明通镇党委书记易国刚称，
曾堰发挥“笔杆子”的优势，用两支笔赢
得了民心、鼓舞了士气，“这两支笔也让
他在乐山村有了号召力。”

乐山村曾有业主来种植刺黑竹，结
果竹子种下去，企业却垮了。因此，提
起发展产业，村民还心存顾虑。

曾堰一边挨门挨户做工作，动员村
民参与产业发展，一边与村支两委种植
了50余亩黄精苗子，“这是我们的‘责
任田’，要干给村民看。”

在天宝药业公司的技术支持下，这
块“责任田”的苗子目前长势良好。易
国刚说，曾堰把这块“责任田”抓出了成
效，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也就打消了顾
虑。

在这块“责任田”的示范带动
下，乐山村引导群众种好“菜园地”，
让每家每户前庭后院的环境美起
来；建起“产业地”，把产业落实到
户。与此同时，村干部经营好自己
的帮扶“责任地”，形成干部群众脱
贫攻坚的合力。

现在，乐山村正推进以中药材为
主的高山产业带、以红薯为主的中
山产业带、以蔬菜为主的低山产业
带和蜜桃种植基地的建设，发动群
众种植中药材400余亩，全村建卡贫
困户由 4年前的 62 户减少到现在的
5户。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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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巫溪县鱼鳞乡鱼东村，有一支由
一个80后、两个90后组成的扶贫“娘子
军”，她们是巫溪县中医院派驻该村的
扶贫第一书记刘青艳，驻村队员何洪
俊、胡耘敏，队长是1986年的，队员是
1992年和1995年的。

和其他年轻女子一样，她们有时
候也玩玩自拍，在她们同框的照片

上，记者看到，三人都很年轻，笑靥如
花。

鱼东村距离巫溪县城有 70多公
里，开车需耗时1.5至2小时。就是在
这个略显偏远的山村，刘青艳等人在脱
贫攻坚一线挥洒着汗水。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打鼓，
怎么派了个女娃娃来……”村民陈依林

告诉记者，他因病致贫，于2016年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来，他攒足了
劲，想趁着党的好政策早日脱贫，但看
到上面派来的第一书记是个“女娃娃”，
略感失望。

2017年3月1日，原本在巫溪县中
医院办公室工作的刘青艳来到鱼东
村，她是个小个子，身高不到1.5米，还
戴着近视眼镜。像陈依林这样，持怀
疑、观望态度的村民不少，大家窃窃私
语，“这个女娃娃来当第一书记，得不
得行哟？”

对于这一切，“娘子军”队长刘青艳
没有过多的言语，她用实际行动作出了
回答。

陈依林家住在半山腰上，她带着队
员进行多次走访，摸清楚老陈家的情况
以后，开始为他规划产业。两年来，在
刘青艳和驻村工作队的协助下，陈依林
家规划发展了五亩核桃、两亩青脆李的
长期致富产业。

2017年底，老陈家还通过高山生
态搬迁住进了新家，生活得到极大改
善，接受采访时，他乐得咧开了嘴。

“刘书记他们做扶贫工作特别到
位，特别细心，随时下村来关心我们。”
陈依林高兴地说。两年来，他和广大村
民感受到了刘青艳工作的到位和扎实，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不知不觉，当
年窃窃私语里的“女娃娃”也变成了能
干事的“刘书记”。

在两年的帮扶时间里，“刘书记”着
力解决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
问题，村民都记在了心里：村级公路硬
化了8.5公里，村民安全饮水问题得到
解决，新建改建危房22户，村里种植核
桃650亩，养殖土鸡10000多只、山羊
600只、蜂蜜300桶，基本形成了长期、
短期相结合的产业布局。

据巫溪县有关负责人介绍，在
2018年的扶贫工作考核中，鱼东村名
列前茅。自此，这支巾帼不让须眉的

“娘子军”打响了名号。
村民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心里打

鼓的时候，刘青艳自己也正在经历着一
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刚到鱼东村扶贫的时候，刘青艳的
女儿才满周岁，刚刚断奶。“说实话，刚

开始的时候，不想离开女儿。”刘青艳坦
率地说，最初，自己内心斗争很激烈。

“工作需要你，你就放心地去吧，家
里有我们……”在丈夫、公公、婆婆的支
持下，刘青艳服从组织决定，成为了脱
贫攻坚战场上的一名新兵。

对于女同志来说，下乡扶贫需要克
服很多困难。以刘青艳为例，她吃在
村、住在村、干在村，忙起来的时候，在
村里一待就是两、三周，根本无暇顾及
孩子。

想孩子的时候，刘青艳就拨通家里
的电话，跟家人视频聊天，缓解对孩子
的思念。家人心疼她，她不能回家的时
候，就带着孩子去看她。刘青艳很感
动，但她不让家里老人一起来，“山路危
险，老人经不起颠簸……”

对于家人，刘青艳十分歉疚：“我欠
女儿的，太多了……”

但对于工作，刘青艳和队员信心十
足：“虽然我们驻村工作队是三个女子，
但是我们能吃苦、能战斗，保证完成县
上交给我们的脱贫攻坚任务。”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旭

城口明通镇乐山村第一书
记曾堰与村两委种植 50 亩黄精
苗子，带动了当地群众发展产业
致富；万盛经开区石林镇庙坝村
第一书记王晓梅，带领村民发展
乡村特色农业，打造景点周边特
色商铺，让村民吃上了“旅游
饭”；黔江区金溪镇长春村第一
书记田杰，推动发展蚕桑、羊肚菌
产业 2300 余亩，实现产值 100 多
万元……众多驻村第一书记深耕
在巴渝大地上，不断交出生动的
扶贫答卷，将幸福感写在脱贫群
众的脸上、浸润到他们心底。

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帮扶抓
党建促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这
场硬仗的一个重要支点。广大
驻村第一书记就如同一个个杠
杆，压下去的是扶贫政策，升起
来的是致富希望。这些第一书
记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一
路闯关夺隘、啃下硬骨，扛起了
脱贫攻坚的第一担当，凝聚起脱
贫攻坚最强大的力量，为广大贫
困地区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为贫
困群众致富提供了新思路。现
在，这些“很投入、很给力”的驻
村第一书记，用实干创造的实
绩，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
的答卷，值得点赞。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打赢
脱贫攻坚战，不仅要选用好第一
书记，还要发挥好各级各类扶贫
干部的价值作用，让他们都能在
各自岗位上为脱贫攻坚尽责尽
力。也只有让更多的扶贫干部
都像驻村第一书记那样，切实扛
起脱贫攻坚的责任担当，像温度
计一样感知群众冷暖，像百科全
书一样知晓发展“答案”，才能因
地制宜用好各类扶贫政策和帮
扶资源，来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
致富渠道，真正让广大贫困群众
过上好日子。

为第一书记

点赞
□饶思锐

短评

靠
养
殖
长
毛
兔
，刘
红
梅
去
年
脱
贫
了
。

记
者

罗
斌

摄

刘
青
艳
（
右
二
）
在
村
里
调
研
。

驻 村 扶 贫 那 些 第 一 书 记

这个“笔杆子”真有“两刷子”

引进长毛兔 带活一个村

三个女娃娃 扶贫“娘子军”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通讯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