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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晨阳

警惕“扶贫公示牌”成形式主义挂牌

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攻
坚期。《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西部某省基层
调研发现，绝大多数贫困群众都干劲十足，
脱贫致富的愿望非常强烈，“致富光荣”“不
拖后腿”“不当懒汉”等观念已逐步深入人
心。群众纷纷表示，只要思想脱了贫，增收脱
贫的春天就不会远。

不过，一位从西部某省厅局到贫困山村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处长，给记者讲了一
件令他至今难忘的事：初到贫困村驻村时，他
逐家走访贫困户，走访完一户赵姓人家后，这
家的男主人握住他的手不愿松开。“我当时以
为是要留我吃饭，就婉拒了。后来贫困户估计
看我实在不懂，说了一句‘你来就没给带点
啥’，我才明白这是在等靠要啊。”

这位驻村“第一书记”说，经过帮扶，这家
男主人主动到村部来“认错”，并表示不等不
靠不要，要早日摘掉穷帽子。他提出的唯一要
求是，希望“先把门口的贫困户牌牌扔了”。

他说的“贫困户牌牌”，正式名称为“扶贫
公示牌”。记者发现，尽管名称大同小异，不少
贫困地区都有这种扶贫公示牌。牌上大多写
有贫困户姓名、致贫原因、收入水平、帮扶责
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多被挂在贫困户家
门口的醒目位置。

为什么要把扶贫公示牌扔了？上述驻村
“第一书记”了解了两点原因：其一，贫困户会
因为门口挂着一块公示牌而臊得慌，亲戚朋
友来串门自己觉得没面子；其二，帮扶责任人
经常入户，与贫困户互存了电话号码，根本没

必要写在牌子上。
“扶贫公示牌”的作用是什么？一位受访

的村干部说，除了对贫困群众的收入状况、脱
贫年限等公示外，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让群
众知道自己的帮扶责任人是谁，方便贫困户
与对方精准联系。

记者在基层调研时，曾有贫困群众表示，
把扶贫公示牌挂在家里的醒目位置，等于把
贫困户进行“示众”，羞得很。这样的声音，一
方面体现出贫困群众想要脱贫的精气神，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扶贫工作中的人性化水平仍
有待完善。

记者走访发现，一般来说，贫困户和帮扶
责任人的相关信息在贫困户家中的扶贫手
册、收入明细表里都有更详细地记录，一些地
方还专门为贫困户发放了扶贫资料袋，方便
贫困户保存相关资料。这意味着，扶贫公示牌
上的信息，其实在资料袋中的相关材料里都
有更详细的体现。

“扶贫公示牌”在帮扶部门眼中到底有何
种作用？记者搜索发现，这块信息量不大的公
示牌，在网络上的曝光率可不低。比如，某某
县扶贫公示牌制度助力精准扶贫；某某市公
示牌上墙结对帮扶上心；某某镇开展为贫困

户悬挂精准扶贫公示牌活动……类似信息随
便一搜就有不少。

一些地方还称，本地“创新性实施了精准
扶贫公示牌制度，将帮扶人员和被帮扶人员
的姓名、照片、电话、致贫原因和帮扶措施逐
一印制在公示牌上，并悬挂在每户贫困户家
中，方便了贫困户与结对帮扶党员干部的精
准联系，更进一步夯实了扶贫责任，推进了扶
贫工作进度”。

一些职能部门也专门提出，“公示牌张贴
之后，极大地方便了贫困户，在碰到问题和困
难时，不仅能快速、简便地联系上帮扶干部，
还能直接找到‘第一书记’，方便了贫困户与结
对帮扶干部的精准联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
扶贫责任，助力精准扶贫取得实效。”不过，具
体精准在哪儿却表述含混，难道留个电话就
算精准联系？

记者了解到，帮扶干部和驻村“第一书
记”都有相应的走访、驻村考核指标体系，如
果帮扶干部真按要求定时走访、帮助出主意
找路子，双方难道不互相存下各自电话号码
就解决不了“精准联系”的问题？难道贫困户
在商店购买种子、化肥时遇到难题，还要回家
查查公示牌上的电话？

多挂一块牌子的作用，难道仅限于双方
“快速、简便地联系”？其实不然。《新华每日
电讯》记者在东北某地进行扶贫调研时发
现，当地的“扶贫公示牌”除了贫困户基本信
息和帮扶责任人姓名、单位、电话外，还印有
帮扶责任人的红底证件照。

记者在一贫困户家中进行扶贫暗访，询
问“帮扶责任人是否经常来、叫什么名字”时，
一名干部闻讯赶来并指着墙上的照片问贫困
户“你看这是谁？”贫困户来回看了墙上的照
片和这名干部两次，说“这就是你啊，你是咱
们乡上的干部”。

记者随即追问“你是这家的帮扶干部，经
常来吧？”在得到肯定回答后，记者又问“他家
基本情况怎样，致贫原因是什么？”这位干部
的第一反应是想看扶贫公示牌上相关信息。

记者上前挡住后，这位干部尴尬地笑了。

扶贫开发到了攻克堡垒的最后阶段，基
层扶贫干部“5+2”“白+黑”扑在扶贫一线，确
实值得尊重与点赞。每家每户的贫困情况都
不尽相同，因户施策、因情施策让贫困群众如
期脱贫，考验的是扶贫干部的“真本事”，这来
不得半点花架子。

与其把挂在墙上的“扶贫公示牌”当成“创
新”“探索”，与其让一门心思脱贫的群众有“被
示众”的感觉，不如将贫困群众还未脱贫的实
际牢记在心，将帮助对口帮扶户如期脱贫的
责任扛在肩上。唯有如此，才能时时处处聚焦
贫困群众增收脱贫，也才能摸实情、出实招、
谋实策，做到真正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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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文件

中央“一号文件”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
现在几乎已成中共中央重视“三农”工作的专有名词。截至
目前，中央共下发 20 个“一号文件”。通过这些“一号文件”

的内容和时代背景，我们得以管窥中国农村改革经历的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税费改革、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和乡村
振兴等阶段。

从 1982 年到 1986 年，中央连续下发了 5 个“一号文
件”，这一阶段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取消了农副产品统
购派购的制度，在理论上和制度上要求放活农村经济，拉开
了中国农村经济繁荣发展的序幕，着力解决农民温饱问题。

从 1987 年到 2003 年，中央连续 17 年没有出台关于
“三农”的一号文件。这一时期，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了城
市。2004 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成为惯例。

2018 年 2 月 5 日，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在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
下出台。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介绍，2018 年
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包含了农村的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相对于之前聚焦农民
增收，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农村改革，农村
水利，农业科技，城乡统筹等某一个具体方面的一号文件来
说，是对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全面部署。

财务自由的六个阶段

近日，有网友将女生的财务自由分为六个阶段，从低到
高分别是：“奶茶自由”——— 想喝奶茶的时候能毫不犹豫地
拿起手机订购奶茶；“樱桃自由”——— 想吃樱桃的时候随便
买；“口红自由”——— 看到喜欢的色号的口号就买；“酒店自
由”——— 出行时能够选择自己最理想的酒店 ；“包包自
由”——— 想买包包，不用攒钱犹豫就能买；“买房自由”———
想买房就买房，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职位滤镜

来源于好奇心辞典，指通过给职位起悬乎而唬人的“花
名”来增加工作使命感的职场操作，就像摄像时加上了滤镜
一样。比如，管网站运营维护叫 SRE(site reliability engin
eer ，网站可靠性工程师)，操作员立马转岗技术组；管瑜伽
老师叫 educator(教育工作者)，感觉是个需要被写进回忆录
的人生 mentor(导师)。

所谓的职位滤镜，不仅仅被企业老板用来增加员工工
作使命感。员工春节期间回答七大姑八大姨提问时，说自己
是 SRE 总比网管强，至少能让亲戚云山雾罩。

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

2 月 5 日，我国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
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
何国家。”中国核战略专家杨承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拦截敌方导弹的
手段和能力更加成熟。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美国等少数国
家进行过类似中段反导拦截试验。

泸州老窖香水

白酒品牌泸州老窖跨界推出香水，网友们听后脑洞大
开。“你的香水是浓香型还是酱香型”“喷了会被查酒驾吗？”

据测评，香水以花香味为主，与酒并无多大关系。业内专家
看来，这像是泸州老窖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的新尝试。

“旅行青蛙”是丈夫，不是儿子？

近日，有媒体采访了旅行青蛙设计师上村真裕子，她表
示青蛙设计初衷不是盼儿归来，而是思念丈夫。这一消息令
众多将青蛙当儿子的玩家大为震惊，但很快被辟谣。

实际上，在原始采访视频中，上村真裕子只是提到这是
一款放置类游戏，游戏设计初衷就是“放置”，不过因文化差
异，日本玩家“玩游戏时更像是做妻子”，而中国玩家“更像
是养儿子”。

当然，无论青蛙是丈夫，还是“蛙儿子”，游戏可能只是
你选择蒙在真实生活上的一层滤镜，你想通过它看到什么，
它就会给你什么；你通过它看到什么，也与它本身无关。

在中国，我更有安全感

近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在中国，我更有安全感”》的
文章上了微博热搜榜。文章采访了多名曾经在华工作、生活
或访问过中国的外国友人，他们认为中国已是全世界最安
全的国家之一。

一位受访者提到：“在中国生活了 15 年。我是一名女
性。不管是在繁华的上海、热闹的重庆还是我目前生活的深
圳，在大街上从来没有被取笑、歧视过。有时候我在深夜从
地铁站走回公寓，也从未害怕过。”“我女儿今年 11 岁，在需
要的时候我会让她独自乘地铁，在其他很多国家我都不敢
这么做。”

海外中国城是一个个幻象，呈现出他们幻想

里中国的样子。

来源于财经网文章。文章指出，世界各地的中国城形态
各异，唯独不像中国。这些中国城们既不是一个缩小版的中
国，也不是中国的影子，而是一种独特的异化的形态。在这个
看似开放实则更封闭的生态里，他们堆砌着看上去和中国有
关的元素，执着地以自己的方式讲着和中国相关的故事。

为什么中国高铁这么稳？因为中国高铁总设

计师晕车！

出自于《开讲啦》。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
师梁建英在参加《开讲啦》节目时提到，一次她出差去瑞士，
坐列车从苏黎世到日内瓦，本想欣赏沿途的风景，却因为当
地列车像船一样晃来晃去，开始晕车。等下了列车，站在地
上缓了半天才能去下一站办事。

所以她下定决心，“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高铁)，一定
要让大家坐在上面能够有一个良好的体验感。”由此也延伸
出这句话，如果有一天别人问起，为什么中国的高铁都这么
平稳，大家可以大声告诉他：因为中国高铁总设计师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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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获赠精美图书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确保到 2020 年
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当
前，多地扶贫攻坚扎实推进，成效显著。然而，
也有少数地方落实这一时间表还停留在统计
表格上、工作表面上和会议表态上，若不扭转
这种“表态式扶贫”现象，可能会延误扶贫攻
坚的大事。

记者春节前调查扶贫工作发现有三个问
题值得关注：一是中央提出的“一户一策”扶
贫措施落实不到位。比如，有的贫困户“养头
牛就当项目，种点菜就算产业，打个工就是发
展”，本该记录翔实的扶贫户手册除了名字外
一片空白，一问才知扶贫干部下到村里只顾
院子里填表格、羊圈前拍个照；还有的扶贫干
部给贫困户留了帮扶电话，记者打过去得到
的提示却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二是离中央提出的脱贫期限不到三年时
间，少数地方扶贫工作还停留在表面上，说起
整体规划头头是道，实际上并没有抓手，贫困
户致富无项目、脱贫户生活无变化。

三是一些扶贫干部表态多行动少、调门
高落实差。记者采访发现，有的贫困户精准
扶贫贷款刚发放几个月就被认定“脱贫”，严
重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在脱贫验收时，部
分收入被夸大。

应该承认，有的地方发展落后，经济底
子薄，项目吸纳能力差，加上环境恶劣，发展
空间小，群众致富的路子窄，扶贫工作确有
难度。

扶贫不是一锤子买卖，把这一工作做
实，要着眼于贫困地区的条件和贫困户的内
生动力，不光要扶“口袋”，更重要的是出思
路、找依托、定项目。不能只做表面文章，不
解决实际问题。

扶贫是攻坚战，反贫困斗争是持久战，打
硬仗必须有硬作风，务必扎根农村、心系群
众，办实事、求实效；同时，还要加强问责，对
“上面喊破嗓子，下面不挪步子”的消极行为
要严查细究，莫让“表态式扶贫”误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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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表态式扶贫”误事
新华社记者姜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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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因为个别门店“宰客”，洁
白的雪乡被蒙上了黑影。如何让火热的雪村
绕过野蛮生长的弯路？如何让淳朴民风和商
业氛围并存？记者近日走访了吉林省境内、长
白山脚下几家正在发展中的雪村、雪乡，探寻
健康发展的答案。

个体经营与规范管理的关系

必须“整明白”

吉林舒兰市二合屯，游客从“吉林雪乡·
舒兰二合”牌匾下鱼贯而入；临江市松岭雪
村，游客扛着“长枪短炮”卧在冰雪里抓拍美
照；与朝鲜隔江相望的坡口村，农户开起农家
乐，100 元一晚。

这几个雪乡有着相同的成名路径：先被
摄影爱好者发现，进而成为旅游景点，农户开
始自发搞接待。每日动辄上千游客进入，个体
农户往往会出现问题：标准不一、价格不同、
投诉无门……不容易监管。发展中，记者走访
的几个雪乡已经意识到问题，他们或成立公
司，或建立标准，监管景区服务。

二合雪乡，村集体成立旅游公司，统一分
配客流。负责人杨凤艳每天挨家逛一圈，检查
卫生，监督价格。每家都有意见簿和统一价格
的菜牌，一盘五花肉炖白菜 28 元。

临江坡口村农户门前，有的悬挂“千家旅
舍”的招牌，屋里干净整洁。建立“千家旅舍”，
是临江市国企鸭绿江旅游投资公司的主意，

统一食宿价格，实施宾馆化管理。“被褥一客
一换。”负责人孙福龙说。

农家违规？严格处罚！统一管理下，违规
者将被纳入黑名单，直接影响收入。二合曾发
生过客人投诉的案例，旅游公司严厉批评农
家，“改正态度良好。”杨凤艳说。

采访中，许多管理者也在探索，通过卫
生、物价、旅游等监管联席办公，出台规范，把
“宰人”扼杀在萌芽中。

村集体要独立，不能让资本

“撵着走”

雪村火了，收入多了，不知名的小村庄突
然迎来巨大商业机遇，雪乡成了资本洼地，投
资者争相进入，期待分食这块蛋糕。

在记者走访二合、松岭、坡口、邱家岗等
长白山下的雪村、雪乡，已有投资者跃跃欲
试。“花十几万元年租金包个农家乐，应该能
挣钱。”有人说。

丰厚利益面前，如何让淳朴的乡风保

留，让从业者保持良性发展的初心？“不能
让钱撵着走。”二合屯支部书记卢才书说，
“招商引资必须以健康发展为前提，不能为
了钱什么都上。”

二合引进几家企业，有着自己的考量。建
滑雪场，做大冰雪游，延长游客停留时间。雪
场和村集体形成共同体，一年给集体十万元
收入，往后每年递增 30%，还雇了 30 来个村
民，每月 2000 元工资。建特色动物体验园，拉
着远近闻名的“狍子王”王玉华在村里养了几
十只“傻狍子”，游客争相与其合影。

既要守住农民利益，又要促进乡村振
兴，还要避免过分逐利，捋顺利益链条需要
绣花功夫。去年曾有个雪村，村民和打算统
一经营的旅游公司发生纠纷。公司想用大
客车来取代村民个体经营的小面包，但遭
到反对，最终企业撤出。

几个雪乡走访下来，虽然都有外来资本
介入，但现阶段还比较协调。大家意识到，雪
乡不能被资本和金钱的逐利特性绑架，农村
终究要以农民、农业为核心来发展振兴，村集
体要把握主动权，不能被资本撵着走。

别让盲目开发掩盖了乡愁

二合雪乡，雪花慢慢飘落，鸡鸭脚印清晰
可见，不时有几声犬吠，静谧安详；松岭雪村，
山谷悠荡，积雪绵厚，民居错落山谷两侧，山水
画一样的美景让人沉浸其中；邱家岗村，远远
望去一片林海，白雪映衬下，像世外桃源……

山西游客张志红正在组织团队从松岭踏
上归途，大家意犹未尽。“我们为了原生态美
景而来，重温童年，重温乡愁。”他说。

游客越来越多，景区基础设施接待能力
不足，亟待升级。为了吸引更多人，可能需要
新建一些景观，新修一些游乐场所。旧与新的
转换中，如何不破坏原生风貌，如何保留乡
愁，是长白山下每一个雪乡都在思考的问题。
在临江市旅游局局长庞艳看来，开发的前提
必须是保护，绝不能让乡村不像乡村。

临江市将松岭村纳入传统村落保护项
目，投资为村子修建做了上下水、厕所等许多
“看不见”的改造，最大限度保持原有风貌。
“动一堵墙都要寻思寻思。”松岭雪村所在的
珍珠村村支书张尤楼说。

在二合，家家户户装上了木质院门，恢复
了“老样子”。新建设的观景台，也远离村落主
体。卢才书说，一定要避免过度的包装，“农村
到处是钢筋水泥，那还叫农村吗？”

修旧如旧，不追求新奇，雪乡就能成为许
多人魂牵梦绕的家乡。“不让白雪变‘黑’，是我
们所有工作的关键。”张尤楼说。

东北雪村：如何绕过野蛮生长的弯路
新华社记者褚晓亮、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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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版长期征集读者来信。

我们期待收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中国故
事，倾听来自不同行业群体的声音，尤其欢迎
来自基层的生动细节，反映时代进步的细微

变化。愿用我们有限的版面，撑起一方公民发
言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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