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坪坝花开》之拔穷根——

“三三联动”实现志智双扶

中益乡是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
一，而坪坝村又是中益乡面积最大、人口最
多的深度贫困村，2016年的贫困发生率高
达23.4%。《坪坝花开》的开篇之作，就是记
录韦永胜初到坪坝的所见所感。

“公路坑坑洼洼，农房破破烂烂，信号
时有时无……说实话，坪坝村比我想象中
更贫穷。”初到坪坝村，韦永胜暗自捏了把
冷汗：这里的条件想要脱贫，是个挑战！

通过一个多月的走访调研，韦永胜发
现了两个致贫根源，一是村党支部组织涣
散、凝聚力不强，二是群众等、靠、要的懒惰
思想尤为严重。

韦永胜提出“三三联动”，即，通过提升
支部组织力、强化党员带动力、激发群众内
驱力等“三力”并举，构建“集体经济组织+
龙头企业+农户”互利链、“党员干部+贫困
户”亲情链、“村支部+党员+贫困群众”责
任链，实现“三链”共生。同时开展“建甜蜜
家庭·开创新生活”“建甜净院落·展现新面
貌”“建甜美乡村·培育新风尚”行动，实现

“三甜”互促。
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发展中药材、有机

水稻、“后备箱经济”等2000余亩；党员和
热心村民主动帮助独居老人解决困难，村
民为修路主动迁坟、捐地、出力……“三三
联动”抓党建促脱贫立竿见影，不仅让坪坝
村的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显著增强，就连老百姓的精气神
也焕然一新。

《坪坝花开》之找富路——

民宿旅游带火全村经济

中益乡官田场镇有赶场的习俗，韦永
胜经常利用赶场的时机，观察贫困户的生
活状态，并与之交流谈心。

看到坪坝村的贫困户，赶场时拿起心
仪的鞋子，却因为舍不得花三四十元买又
放下，他就紧随其后把鞋子买下来；有时，
他还特意去购买一些生活用品，为帮扶的
几个贫困户送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怎样才能让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增加收入？韦永胜
在《坪坝花开》里重点记载了村里改革创
新，带领群众找寻致富路的有益探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能让坪
坝村的‘金山银山’一直沉睡着，村企业、村
集体经济必须‘破零’。”韦永胜将眼光瞄准
了村里正在新修的旅游公路，这条长达19
公里的沥青路是中益乡连接黄水镇的重要
通道，“黄水凉快，坪坝也凉快。我们也可

以搞民宿，让黄水的游客分流。”
韦永胜的建议让不少公路沿线的村

民跃跃欲试，想要改造农房发展康养民宿
旅游经济。2018年3月，村里成立了集体
经济组织——康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准
备发展康养民宿带动村民发展旅游经
济。可是，虽然公路沿线的农房由政府统
一进行了“蜜蜂小镇”的风貌改造，但贫困
户要改造成民宿还需投入一大笔钱，资金
哪里来？

韦永胜带着村干部找到驻乡扶贫工作
队成员之一——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巡视
组调研员韩玉川，说服农业银行推出全市
首笔农房贷款——“中益·‘黄水人家’”康
养民宿旅游贷。只要从事“黄水人家”康养
民宿旅游且符合条件的村民，均可申请最
高30万元免抵押担保贷款。一时间，村民
们奔走相告，有8户村民向农业银行提交
了贷款申请，共获贷款122.4万元。

如今，坪坝村已建立精品民宿旅游为
主体的康养旅游体系，每天能够接待游客
500人以上。其中，“大湾”民宿和坪坝客
栈带动黄水人家38户，大湾、白果坝、窑厂
和向家坝形成了一条闭合的旅游环线。

2018年，坪坝村整村脱贫。2019年，
全村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村集体经济产
值突破100万元。

《坪坝花开》之解矛盾——

“贵和工作法”涵养文明村风

韦永胜发现，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日
新月异，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但群众的法治
观念淡薄，遇到矛盾纠纷往往意气用事。

《坪坝花开》记录了韦永胜创新运用的
一个妙招——“贵和工作法”，即由综治干
部、律师、乡贤、群众等组成“贵和调解队”，
坚持民为先、和为贵、善作魂、情为民、法为
底的工作理念，融合运用法治、自治、德治
相结合的调解手段，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我们在盘活土家吊脚楼传统院落白
果坝项目时，因为入股村民意见不一致，差
点没搞成。”韦永胜介绍，白果坝民宿改造
项目启动后，村民黄某因在房屋相关设施
入股方式上有异议，不同意在征收合同上
签字，导致整个项目不能顺利实施。

韦永胜带着几瓶酒上门，从吃闭门羹
到遭受白眼再到称兄道弟，韦永胜三顾茅
庐宣讲、沟通，听取诉求，最终说服黄某顺
利解决问题。

“每一个矛盾纠纷，都有一把打开的钥
匙。”韦永胜说，“贵和工作法”有两个法宝，
首先是要保证群众切实利益，其次要用真
心打好感情牌，争取群众支持。2019年，
该村采用“贵和工作法”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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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深夜，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坪坝村村委办公室的灯
仍亮着，第一书记韦永胜披着一件羽绒服正奋笔疾书。两天前，他巧妙
调解了老屋基公路扩宽中出现的矛盾，他要将这事的经历及感悟写进
扶贫札记《坪坝花开》中。

韦永胜原是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2017年，他主动请缨
赴中益乡成为一名村干部，此后便将满腔热血的扶贫豪情、大胆创新的
扶贫方法、敢于斗硬的扶贫干劲倾注坪坝村，带领当地群众摘掉了贫困
帽。

驻村三年多，韦永胜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将自己平日里探索的扶
贫经验、精彩案例及反思感悟写下来，形成一本十万字的扶贫札
记——《坪坝花开》。

“教书育人的方法，用于志智双扶的脱贫攻坚战，有着异曲同工
之妙。”为何要写《坪坝花开》这本书，韦永胜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驻村干部要做好建设者，但更要站得高、看得远，当好思考者和
研究者。

□本报记者 汤艳娟

▲韦永胜给留守儿童辅导作业。
（受访者供图）

“四访”工作成效突出
成为我市地方标准

在奉节的一系列创新中，“四访”工作
法首当其冲。

“四访”指的是干部走访、教师家访、医
生巡访、农技随访。奉节探索形成“四访”
工作法的初衷是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
福祉、让群众享公平、做群众贴心人。

奉节县委书记杨树海表示，新一轮脱
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该县脱贫攻坚虽然进
展得如火如荼，但一些薄弱环节不容忽
视。“现在通讯和交通方便了，‘卡上领钱、
网上办事、电话联系’成了常态，干部与群
众之间的联系反倒比以前少了。”

为此，奉节结合自身实际，让干部、教
师、医生和农技员遍访、引导、服务群众，增
进干群鱼水情，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着力防
止因病致贫，确保产业扶贫落地见效。

3年多来，奉节近两万名干部职工循
环往复走访31.03万户群众，在与群众的
密切联系中，找到穷根，对症下药，靶向治
疗。

五马镇弘扬村魏泽兵一家因病致贫，
一度丧失生活信心。关键时刻，帮扶干部
走进他家，帮助他用扶贫小额信贷3万元
买来8头猪和2头牛，还让他参加县里技
能培训，成功考取4级电工职业资格证书，
他家的日子很快红火起来。

“一年四季都能看见杨技术员。”说起
烟草公司技术员杨吉华，兴隆镇川鄂村五
组烟农马敬祥竖起了大拇指——3年来，
在杨吉华的带领下，马敬祥不仅掌握了烤
烟冬耕清残、备栽移栽、大田管理、采烤分
收等各项环节技术，还发展起80亩烟叶
种植，“这其中至少有杨技术员一半功
劳。”

干部也从中受益。“过去，我们有时会
‘背锅’，原因就在于和群众有误解，沟通少
哒。”鹤峰乡莲花社区党支部书记朱炳宣感
慨道，“现在有了群众更多的支持，我们工
作的劲头也更足了。”

今年9月1日起，《“四访”工作规范》
正式实施，成为重庆基层治理领域首个地
方标准。

“八到户八到人”聚焦精准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倘若将贫困比作生病，那么“两不愁三
保障”就是检验痊愈的硬指标。如何用更
加科学直观的方式来衡量、判定和帮扶？
奉节探索创新出了“八到户八到人”工作
法，将干部职工的走访责任落到实处。

“八到户八到人”，即干部到户见面到
人、宣传到户引导到人、政策到户落实到
人、问题到户解决到人、产业到户收入到
人、帮扶到户志智到人、环境到户文明到
人、效果到户满意到人，涵盖精准帮扶的各
个环节，通过到户到人，推动帮扶工作具体
化、项目化。

“现在家家户户一打开水龙头，自来水
响叮当，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响水村嘛。”近
日，记者走进奉节县吐祥镇响水村，村民严
天香高兴地向记者展示厨房、院坝内“伸手

即来”的自来水。
响水村由三个村合并而来，幅员面积

广，各片区群众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在饮水
管护推行过程中，村民思想不统一，各项管
水制度无法落实。

村干部们在走访过程中收集到了这一
情况，召集村民通过了饮水管护、水费管理
和双向评议三个制度，明确管水员和用水
户的权利义务清单、水费的收支办法，最终
解决了饮水难题。

“八到户八到人”工作法推广以来，奉
节精准建立涵盖人口、健康、收入等基础信
息的标准化户情档案20.92万份，收集各
类户情数据1596万条，确保贫困对象一个
不漏、一个不错。同时，102项到村到户到
人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116万亩，覆盖100%的贫困村和贫困户，
3500余户贫困户主动申请脱贫。

去年4月，“八到户八到人”被国务院
扶贫办评为全国优秀扶贫案例。

集中供养“失能”
释放“有能”助脱贫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集中优势力量
攻克薄弱环节成为关键。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杨树海说，在
农村，一户家庭只要有一人因病或因残而
失能，家庭中因此就会有至少一名劳动力
长期被“拴”在病床边，导致这个家庭“钱挣
不到”“病治不好”，在贫穷泥潭中越陷越
深。

奉节县通过集中供养方式，为失能贫
困家庭“松绑”，即由政府建设公益性养护
中心，将失能人员集中到一起托管照料，彻
底解决贫困家庭后顾之忧。

奉节县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失能
人员供养中心按1∶7比例聘请专业护理服
务人员，设置活动室，开设棋牌、刺绣、书法
等文化娱乐项目，每周组织文艺表演、坝坝
舞等活动，并且开展刺绣、绘画等培训，让
失能人员学到手艺。

经测算，供养1名失能人员，每月需要
1500元运行经费。这笔资金主要由入住
失能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补助进行覆
盖，个人不再重复领取，不足部分由财政兜
底保障。

不少失能人员贫困家庭因此重新燃
起生活希望：永乐镇白龙村村民赵富群将
失能女儿送进供养中心后，开始养殖山
羊，家庭经济压力大为减轻；石岗乡厚坪
村失能老人李修国入住供养中心后，其儿
子带着一家4口外出务工，月收入达到
7000余元；新民镇长棚村余国蓉是肢体
一级残疾人，住进永乐镇集中供养中心
后，其父母腾出精力，种植了300多株脐
橙树……

目前，奉节已建起草堂、永乐、吐祥3
个失能供养中心，集中供养655人，释放劳
动力1007人，贫困家庭年增收3000万元
以上，年收入均超过贫困人口脱贫标准线
2倍。

奉节集中供养释放贫困劳动力的做
法，被国务院扶贫办、中残联、民政部、财政
部四部委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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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共评出50个组织创新奖，奉节县获此殊
荣，也是重庆市唯一上榜区县。

这份荣誉为何花落奉节？日前，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该县
不仅实现了高质量脱贫，还探索出“四访”“八到户八到人”、集中供养失
能残疾贫困户等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路径，用实实在在的创新
践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集中供养人员共话家常。
（奉节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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