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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部某省在脱贫攻坚暗访中发现，极个别
贫困县贫困户错退率超过 10% 。这一细节反映了脱
贫工作中存在急躁心态，警示脱贫攻坚绝非朝夕之
功，“撞线”心态要不得。

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
脱真贫、真脱贫，明确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很多地
方也都排出了各自的时间表，定下了阶段性目标。

作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未来 3 年要重点抓好的
三大攻坚战之一，精准脱贫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部
门尤其是贫困地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有明确
时间节点、各项任务指标压实的情况下，更需要沉下
心来、扑下身子，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把眼前治
标与长远管本结合起来。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如
期实现脱贫是硬任务。离目标越近，任务越艰巨，越
不可有“撞线”心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反而更需要
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
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

“撞线”的一刹那看起来冲劲十足，但过线之后往
往会坐下来、喘口气，松了神、懈了劲。一味凭“撞线”

的劲头去搞扶贫攻坚，必然不可持续，也靠不住。“撞
线”心态下，有的地方主官急于脱贫摘帽、完成任务，
对上级要求层层加码压给下级；“撞线”心态下，不该
退出贫困的匆忙退出，造成错退率居高不下，同精准
脱贫目标背道而驰；“撞线”心态下，还容易造成干部
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只求过得去，不求可持续。

精准脱贫是攻坚战，反贫困斗争是持久战，任何
时候都不能有歇歇脚、松口气的念头，必须时刻警惕
贫困的反扑。眼下，对贫困地区来说，更要切实抓好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等管长远、治根本的
脱贫举措，为如期完成脱贫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刘雅鸣、李亚楠) 新华社郑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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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电(记者马晓媛)在“一个战场打赢两
场战役”的指引下，沟壑纵横、生态脆弱的吕梁山打响
了一场“绿色扶贫”攻坚战。吕梁山区的底色逐渐由黄
变绿，一道纵贯南北的“绿色走廊”已现雏形。

尽管正值隆冬，但在临汾市永和县乾坤湾的山顶
上，一片片油松仍然透着绿色。“黄河九十九道湾，最美
不过乾坤湾。”缺少植被让奔腾的黄河水在这里冲刷出
壮美景观，却也留下了“种一葫芦收一瓢”的脆弱生态。
为了改变生存现状，这个人口仅为 7 万人的南部吕梁
山区的贫困县选择了大力植树造林。

“种树主要靠人的精神，大家用绳子把自己绑在半
山腰挖树坑，用肩膀扛水上山浇树，一年干八个月。”时
任永和县林业局局长白新民回忆说。凭借这种劲头，永
和县的生态防护林从 2000 年不足 10 万亩迅速增加到
现在近 40 万亩，全县林木覆盖率达到 40% 以上。永和
县财政收入从 2002 年只有 500 万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1 . 58 亿元，被誉为吕梁山上的“绿色教科书”。

在吕梁山，这样的“绿色教科书”并不只有这一本。
吕梁山区是有名的生态脆弱区，也是深度贫困聚集区。
如今，在中央退耕还林等政策的支持下，这里已经成为
生态扶贫的“主战场”。

尽管天气已变得寒冷，但在位于中部吕梁山区的吕
梁市临县，冬季造林现场依然热火朝天。李家湾村的贫困
户杜桂香每天上山种树，上午 8 点上山，下午 5 点下山，
吃饭休息都在山上。“我 60岁了，跟老伴一起在山上种了
半年树，挣了 3万多元钱，已经顺利脱贫了。”她说。

作为山西最大的贫困县，临县 2017 年实现造林 30
多万亩，其中 29 . 65 万亩属于退耕还林。全县组建了
291家脱贫攻坚专业造林合作社，参与造林合作社的贫
困人口有 1 .14 万人，人均年收入达到 7000 多元。

站在临县的东山上，漫山遍野的油松层层叠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巨大标语在阳光照射下十
分醒目。2017 年国庆节北京展览馆举行“砥砺奋进的
五年”大型成就展，其中一张反映我国生态成就的大幅
照片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我们感到很自豪，也充满了干劲，再过几年，我们
这里的宜林荒山和 25 度以上陡坡地将全部实现绿
化。”临县县委书记张建国说。

如今，延绵 800 多里的吕梁山已经全面打响“绿色
攻坚战”。山西省出台政策鼓励各县组建脱贫攻坚造林
专业合作社，明确规定社员稳定在 20 人以上的造林合
作社，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比例要达到 60% 以上，贫困社

员的劳务收入要占到合作社劳务收入的 60% 以上，
引导广大贫困群众积极参与造林绿化，实现脱贫。

在位于北部吕梁山区的岚县，购买式造林已经
成为生态扶贫的主要“抓手”。通过由合作社造林，政
府验收后购买，今年岚县计划实施造林 13 . 87 万
亩，涉及贫困人口 5155 人，预计收入 2000 万元。

“我靠挖坑、种树，一个月能挣 3000 多块钱！”扛
着锄头站在山坡上，岚县界河口乡会里村 60 岁的张
栓迎说，自己打记事起，家里就种玉米、土豆，几十年
过去还是老样子。现在他靠种树一个月挣的钱，相当
于过去种一年地的总收入。

统计数字显示，5 年来，吕梁山区 23个贫困县
实施造林 572 万亩，累计投入 21 . 4 亿元，将区域内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了 14 . 86%。“十三五”期间，山西
省还将在吕梁山区造林 430 万亩，森林抚育 200 万
亩，力争到 2020 年吕梁山生态脆弱区内宜林荒山绿
化率达到 62%，森林覆盖率达到 26%。

65 岁的临县前塔村村民高玉胜还从来没有见
过如此大规模的造林场景。“以前是开荒种地，现在
是退耕还林，等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山绿了，风景变
美了，生活的大路就更好走了。”他说。

据新华社成都电(记者魏
兆阳、李力可)“屋里的电灯好
像萤火虫。”11 岁的吉尔史洛
小声地说。上二年级的她已追
着“萤火虫”写了两年作业。

这里是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昭觉县的阿土列尔村，它
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
字——— 悬崖村。800多米的扶
梯是村民通往外界唯一的路。

也正是这 800 米的险
峻，阻隔了阿土列尔村和城
乡电网。悬崖上的村民一直
靠光伏工程供电，电力不稳
定，电能质量差。夜晚，当山
外万家灯火通明时，悬崖上
才缓缓泛起点点微弱的光。

电力不足直接阻碍悬崖
村脱贫。2017 年初，在四川
省发改委的号召下，四川能
投集团投资 1800 万元用于
阿土列尔村电网改造升级工
程。不到一年，64 根电线杆
和 37 座输电塔在悬崖上落
地生了根。2017 年 12 月 28
日，悬崖村正式合闸通电。

按下开关，灯亮了，村民
某色曲日笑了，他终于可以
告别不稳定的光伏发电。落
灰的电视又可以看了，夏天
吃不完的坨坨肉可以放进冰箱了。

和电网改造升级同时加速的，还有悬崖村的产
业脱贫进程。2017 年下半年，某色曲日和村上三个贫
困户一起，开辟出 11亩土地准备种植三七。“以前电不
足，用电饭煲煮个饭都夹生，更别提用农用机械了。”

如今电网升级完成，他的 11 亩三七田灌溉可以
用上抽水机，还能用机器喷药。“这样种出来的三七质
量有保证。等着种上 100 亩，全村都靠它脱贫！”谈到
未来，某色曲日憨厚地笑着。

从 2016 年到 2017 年，悬崖村发生了显著变化。
昔日的藤梯变钢梯，村里设了幼教点，甚至还有了四
川首个无人机流动诊所，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悬崖村第一书记帕查有格告诉记者，电的问题
解决后，古里大峡谷旅游开发就能更加顺利地推进
了。“农家乐可以开起来了，村民致富更有希望。”

“家里的萤火虫飞走喽！”
围观完竣工仪式后，吉尔史洛背上书包，哼着歌

熟练地爬上了钢梯。如今，她终于能实现在电灯下写
作业的小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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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电(记者何天文、汪军、向定杰)地处武
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贵州省铜仁市，近年来不断
筑牢困难群众“医疗保障网”，通过探索医疗、医保、医
药“三医联动”改革，推进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建设，有
效减轻了山区群众看病负担。

多重医疗保障让困难群众看病无忧

“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三年活白
干。”一句顺口溜，道出了过去贫困山区群众不敢生病、
不敢看病、看不起病的境况。

如今，情况已完全不同了。26 岁的铜仁市江口县
民和镇凯里村低保户杨康因患毒血症，在县人民医院
医治 2个多月，各种费用花了近 30 万元，医院也没催
他交款。他 78 岁的爷爷杨秀开看着一天天好起来的杨
康说：“如果没有政策救助，真的就无法了。”

江口县医院副院长张灵慧当着他爷孙俩的面说，
经过多重补偿、救助后，杨康的治疗费用个人至多只出
1000 元。因为政府对贫困户大病就医超过 1000 元以
上部分实行全额兜底。

近年来，铜仁市整合扶贫、卫生计生、民政、社保和
残联等部门资源，初步建立起“基本医疗补偿+大病保
险补偿+民政、计生医疗救助+医疗费用兜底+非医疗
费用救助”多重医疗保障体系。

铜仁市卫计委副调研员石化谷介绍说，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大病就医享受兜底政策，同时对住院患者(含 1名
陪护人员)生活费、交通费等非医疗费用进行专项补助。

“贫困人口就医还享受多项福利。”铜仁市合医办
主任王英说，在市内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住院诊疗费减
免 5%，患尘肺等 93 类疾病医药费可全报销，在县内医
院就医享受“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报销等服务。

“医共体”推进“分级诊疗”

城市医院人满为患，乡镇医院门可罗雀，这种情景
在一些地方并不鲜见。

“‘医共体’就是为打破这种状态而生。”铜仁市卫计
委副主任段绍华介绍，作为全国开展“分级诊疗”试点
城市之一，铜仁市在 2017 年 3 月启动县域医疗服务共
同体建设，改善乡镇卫生院医疗环境，引导群众就地就

近就医。
起步较早的江口县以县级两家公立医院为龙头，

按照“政府主导、区域协同、方便群众”的原则，分别与 5
个乡镇卫生院结成医共体，“市里按医共体覆盖的参合
人数，将新农合资金总额分年度‘打包’给两家医共体，
超支不补，节余归己。”江口县卫计局局长王亮灯说。

为降低参合人群的总发病率和就医成本，村医的
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德旺乡净河村村医黄政说，现在
上级很重视家庭医生上门签约，对高血压等 5种常见
慢性病，他经常要进村入户免费发送 5种药品并跟踪
记录；如有村民需要就医，到哪级医院，他要给出合理
建议。“活是比以前多了，但收入也多了。”黄政说。

在德江县桶井土家族乡卫生院，71 岁的场坝村村
民安正治正在病床上打吊针。安正治对记者说：“以前
输液瓶是挂在木架上的，现在有输液轨道。”

建立医共体后，德江县医院副院长覃礼忠担任了
桶井乡卫生院的院长。他介绍，为建设医共体，县医院
投入资金改善了乡卫生院基础设施，增加了 50 张活动
病床，还派出 5 名医生和 2 名护士常驻乡里，受到群众
欢迎。

医改路上还需“强身健体”

铜仁市持续推进医疗体制改革，使越来越多的
山区贫困群众受益。铜仁市委书记陈昌旭说：“决不
让一个农村贫困人口因医疗费用问题得不到及时救
助。”在本级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全市筹集了 4 亿元
专项救助兜底资金，将医疗扶贫落实到人、精准到
病，有效遏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目前，铜仁市以医共体建设为重点的医疗改革
正积极推进，已成立县域医共体 17家，覆盖 70个乡
镇 180 万人口。江口县德旺乡卫生院院长黄昌平说，
改革盘活了基层医疗资源。2017 年，乡卫生院门诊
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37 . 8%，住院人次增长 300%，
医护人员绩效收入大幅提高。

基本医疗保障是实现 2020 年农村贫困人口同
步小康的目标之一。铜仁市立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构建多重医疗保障体系，解除了山区贫困群众看病
之忧，但基层医院服务能力、医疗人才建设、信息化
建设等仍需要加强，还需政策支持“强身健体”。

铜仁：“三医联动”筑牢贫困人口医疗保障网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萧永航)隆冬时节，四川剑阁
县白龙镇槐树村的“第一书记”张轩一大早来到村民尤
慧芳家中。还未落座，尤大姐就开始抱怨起自己没有被
识别为贫困户的事。

“我家经济非常困难”“贫困户标准是啥”“背后肯
定有黑幕”……面对尤大姐连珠炮一样的质疑和指责，
张轩没有着急，从随身携带的一个写有“为民、务实、清
廉——— 剑阁白龙”的黑色挎包中取出《脱贫攻坚微读
本》，耐心解释起来。

“县上确定的贫困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 3370 元以
下，识别程序要经过自我申请、组上评议、村民代表大
会审议和乡镇审核。”张轩一边说，一边把手中的条款
递给尤大姐。“您的一儿一女都成家了，常年在外打工，
每个月各自有三四千的收入，家里的田地流转给大户
也有收益，这些情况乡里乡亲都清楚，所以您的申请没
有通过村组的评议和审议……”一番交流之后，尤大姐
嘴里虽然仍小声嘟囔，但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张轩向记者坦言，脱贫攻坚任务重、政策多，精准
识别工作标准时有调整，而村组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偏
低，进村入户常常被问得哑口无言，“背起‘包包’后，这

样的情况越来越少了。”
剑阁县地处秦巴山连片贫困区，是四川省 88个贫

困县之一，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2017 年，剑阁县
为 579 个村 5446 名村组干部统一配备工作包，装上

《党章》《脱贫攻坚微读本》《涉农惠农政策指南》和民情
笔记等 10 余个文件和学习材料，遇上不清楚的问题可
以随时查阅，对照解决，真正做到“有理有据”。

这些行走在脱贫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也被当地
百姓亲切地称为“包包干部”。

“作为政策最直接的执行者，村组干部是‘不走的
干部’，是群众最信任的贴心人，脱贫攻坚的效果如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组干部的作风、能力和素质。”剑
阁县纪委书记母雪龙告诉记者，除了解决实际工作需
要外，干部背上特殊标识的工作包，主动亮明身份，接
受群众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层延伸，给“微权力”
装上“电子眼”，最大限度遏制基层“微腐败”的发生；此
外，在给群众解释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的同时，干部也
在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1995 年出生的李庆之今年考上大学生村官，初来
乍到时对农村基层繁杂的工作让专业不对口的她两眼

一抹黑。
“最初我对这个黑色的挎包内心是拒绝的。”爱

美的李庆之用时髦的语言向记者“吐槽”，刚开始走
村串户时，面对老乡们的诉求，她根本无从下手，只
能拿出包里的小本本“照本宣科”，边读边学。时间一
长，李庆之渐渐摸出了门道，慢慢知道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我们大学生村官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贾子勇是李庆之的对口联系户，父母患病、孩子

求学的费用让一家人生活艰难。李庆之对照着《涉农
惠农政策指南》的条款，开始了数月的奔忙。落实贷款
政策、确定产业项目、联系平地整土……如今，贾子勇
家地里种上了雪梨和丑柑，房前屋后养殖生猪、土鸡，
2017 年收入近 6000 元，摘掉了“贫苦户”的帽子。

“对口联系户脱了贫，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得到了
体现，现在我真心感觉这个‘包包’很好看。”李庆之
说。

剑阁县委书记向永东表示，乡村“包包干部”背
起的不仅是有形的包，更是将为民服务、踏实奉献、
公平正义的信念时刻背在背上、记在心间，成为“包
打听”“包解决”的干部。

乡村“包包干部”,奔走在秦巴山区

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板
升乡弄勇小学，孩子们在校园
里追逐蜻蜓（ 2017 年 5 月 22
日摄）。近年来，广西通过大力
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实施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 15
年免费教育、完善大学贫困生
资助政策等多项举措，帮助贫
困家庭拔“穷根”。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拔“穷根”

■新华时评

吕梁山绿色扶贫：种树 1 月强过种地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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