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贫困村蹲点

调研后才知道，精

准扶贫工作千头万

绪，村与村情况不

同，要解决的问题

也不同。记者所在

的东源村是江西省

级贫困村。通过保

障扶贫、产业扶贫、

健康扶贫、农村整

治4个“全覆盖”，东

源村从 3 个方面筑

牢了脱贫根基。

筑牢脱贫致富

根基，首先是加强

村“ 两 委 ”班 子 建

设。东源村在脱贫

攻坚中不仅配齐配

强村“两委”、村小

组长、村民理事会

队 伍 ，加 强 村“ 两

委”后备干部人才

库建设，而且还成

立了村务监督委员

会，开通了村党员

组织生活微信群，

有效提升了村支部

引领推进精准扶贫

工作的凝聚力。“党

建+脱贫攻坚”让东

源村发展更有底气。

其次，培育和发展产业，壮大村集

体经济。东源村穷在产业，脱贫的希望

也在产业。为了彻底改变对帮扶政策、

帮扶资金的依赖，近年来，东源村将引

进和扶持产业发展作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要抓手，作为实现东源村从“输

血”向“造血”的转变。东源村产业从无

到有，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特色。例

如，莲藕基地、肉鸡养殖基地，不仅对所

有贫困户提供补助，而且为村集体经济

带来了收益。同时，东源村还注重将生

态资源转化为发展的资本、资金、资产，

既借势造景，又推陈出新。

再次，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

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能否实

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有无脱贫致富

的意识和决心。不难发现，有些贫困

村、贫困户扶不起，穷依旧，不是他们不

能致富，而是他们缺乏脱贫致富的勇气

和勤劳实干的行动。东源村通过加强

组织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的凝

聚力增强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对脱贫充

满信心。在此过程中，脱贫对象与贫困

人口的精准识别，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

考验硬功的工作，必须下一番“绣花”功

夫。总之，对贫困户“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这既能帮助他们增长科学文

化知识，又能提高劳动技能，还兼带起

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作用。

根基稳了，脱贫致富才有生命力，

才可持续。希望东源村能闯出一条可

复制、可推广的脱贫之路。

东源村村党支部原来没有专门的
办公场所。去年，“连心”小分队通过
抚州市财政局先后筹措资金 20 余万
元，对村级活动场所进行了改造提升，
修缮了办公用房，购置了电脑、打印
机、办公桌等设备，健全了便民服务
点、接待室、精准扶贫办公室、会议室
等服务和议事场所。现在，村部变得
有模有样，村部办公和服务村民的硬
件设施得到了极大改善。

“服务功能增强了，村民办事也更
方便了。”东源村党支部书记饶文辉说。

脱贫攻坚是“连心”小分队和村委
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东源村村两委
有了“根据地”，干起事来更加得心应
手。常年驻扎在这里的“连心”小分队
是村干部的帮手和参谋。他们不仅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找路子、谋出路，而且
在支持基层建设方面，指导成立了村务
监督委员会，开通村党员组织生活微信
群，有效提升了村党支部引领推进脱贫
攻坚工作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村党支部增强服务意识，变干部
到村‘走读’为‘留学’，村两委干部改
值班制为常驻制，‘连心’小分队成员
全脱产在村工作。”饶文辉告诉记者，
村干部由村务工作“管理员”变为“服
务员”，在健全村两委班子的基础上，
东源村的脱贫攻坚工作既坚持整体推
进，又做到注重细节。

“支部+党员+公司+贫困户”“党
建+基地+贫困户”⋯⋯在“连心”小分
队的支持下，东源村将党支部打造为
脱贫攻坚主心骨，把产业项目培育成

脱贫攻坚主阵地，“党建+脱贫攻坚”
让东源村发展更有底气。

如今，东源村村干部成为带领村
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真正做到了小
事不出村、大事帮代办，使村部逐渐成
为干部长驻、村民愿来、资料齐全、措
施精细的精准扶贫“大本营”。

“脱贫攻坚不仅要做到一个都不
能 少 ， 更 要 为 村 子 的 长 远 发 展 考
虑。”饶文辉说。他梳理出了村里基
层党组织建设方面的不足：村集体经
济薄弱，支部带领村民致富能力不
强；党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
不能适应当前社会信息化发展要求
⋯⋯“我们一定要发动村里党员的积
极性，让党支部成为带领东源村脱贫
致富的火车头。”

前几年，“连心”小分队在走访东
源村小组村民饶志华时了解到，他早
年外出，在厦门一直从事蔬菜种植。
后来由于家人需要照顾回村务农。饶
志华一直想干蔬菜种植的老本行，因
为没有资金，又租不到合适的土地，这
个心愿就只好放在一边。

在东源村，像饶志华这种蔬菜种
植能人还有很多。“连心”小分队调查
发现，东源村的气候、土壤条件都很适
合种蔬菜。

说干就干，村两委和“连心”小分
队开始着手建大棚蔬菜种植基地。按
计划，建成后的大棚蔬菜种植基地采
取农村专业合作社的方式进行运营，
不仅能带动就业，而且人均可增收
4000元。

“当时承包的村民都拍着胸脯表
示有能力种好蔬菜。我们提醒他们最
好请个技术顾问，他们不听，结果亏
了。”驻东源村第一批“连心”小分队队
长王永林回忆说。

村民种不了，那就找企业来做。
第二年，村里把大棚全部承包给了专
业企业，由公司统一运作，贫困户收租
金和佣金，效果奇好。

此后，东源村如法炮制，引进的专
业莲藕合作社也采用“公司+农户”的
运作模式，不仅贫困户获利，普通村民
也得到了实惠。

占地 2600 平方米的飞天凤肉鸡
养殖场是东源村今年的又一个脱贫项
目。村里和龙鑫生态养殖有限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由其投放飞天凤鸡苗、提

供饲料、做防疫，村养殖场代养。养殖
达标后，由龙鑫公司统一回收。“连心”
小分队成员官抚荣算了一笔账：养殖
基地有 8 个鸡棚，按一次能放鸡苗 3.3
万羽、成活率 92%计算，1 年 3 批下来，
1年的净收入大约有 17万元。

驻村“连心”小分队队长、村第一
书记周鹏祥介绍，以后养殖基地的净
收益一半分给贫困户，一半留做村集
体收入。这样，村里有了自己的产业，
既能实现收益对贫困户的全覆盖，发
展又有了可持续性。

整治水源，光伏发电，建大棚基
地、垂钓基地，打造休闲广场，新建提
灌站，铺路修房⋯⋯在小分队的帮扶
下，东源村的产业从无到有，生机勃
发，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改变。

在东源村卫生计生服务室，记者
见到饶开泰时，他正在整理案头的村
民健康档案。厚厚一摞表格，是饶开
泰和同事几个月来走家入户、加班加
点完成的。

饶开泰是村里的医生，也是卫生
计生服务室的负责人。自从去年底卫
生计生服务室投入使用以来，饶开泰
和他的同事饶秋红就一直很忙碌。因
为以前村里没有村民健康档案，各项
制度和设备也都要从零做起。“现在，
村里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糖尿病、高血
压的村民，以及孕妇、儿童等，90%以
上都有了健康档案。”饶开泰说。

东源村人口 3020人，其中签约医
疗服务的 640 人。村里有留守老人

199 人，留守儿童 122 人。村里给患
有重病、年龄偏大的老人配发了健康
手环，随时监测健康状况。

在老赵村小组，80 岁的低保户赵
接喜因患有心脏病，多年的看病开销
让其家庭负担不小。现在，新农合等
医疗保险让赵接喜家的生活轻松了许
多，听说村里还要给自己买商业医疗
保险，他高兴极了。

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一
直是个难题。为深化基层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提升乡村卫生计生服务能
力，东乡区将加快推进医疗救助与基
本医疗保险、农村居民大病保险、疾
病应急救助、商业保险等信息共享步
伐，努力实现“一站式”信息交换和

即时结算。
患病是致贫返贫的重要原因。东

源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有 24 户，其中
三分之一是因病致贫。为了降低因病
致贫返贫现象的发生，东源村将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部纳入重大疾病商业补
充保险，参保资金由区财政按 90 元/
人的标准进行筹资。同时，东源村还
提高了贫困人口新农合住院和门诊慢
性病医疗保障水平、贫困人口新农合
大病保险补偿比例。

谈到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
化的问题，饶开泰认为，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完善，“这可不是乡村医生进村入
户量量血压、测测视力那么简单，许多
保障措施还有待配套”。

夏日的午后，一阵阵热浪袭来，可
在位于东源村小组的“东源村竹山园”
旁边，二三十个村民正在紧张地施
工。这里是东源村打造的垂钓基地的
施工现场。

“这里原是一条水渠，我们把它挖
深拓宽，建成了池塘。”施工队负责人
饶贵虎说，“再干几天，把草皮和砖都
铺好，这里就更美了。”

东源村小组是东源村的第一大村
小组。村民的住宅多是老房子，独具
地方特色。除了建垂钓基地，东源村
小组还将利用修缮保留的古屋，与艺
术院校合作建设写生基地。这是东源
村借势打出的一张生态牌。

要吸引人到村里游玩，基础设施、

配套设施必须跟上。近两年来，东乡
区整合各项扶贫资金 500 多万元，对
东源村进行整治。目前，10 个村小组
到村委会的道路均为宽 3.5 米以上的
水泥路面，并修建了环村小组水泥路，
实现了入户路硬化；全村 496 户农户
安装了自来水；拆除破旧危房、猪牛栏
等 95栋（座）⋯⋯

最近，村民们正忙着在东源村小
组路口的一片空地上种桂花树和合
欢树。

“我们要为村民在这里建一个休
闲广场。”驻村“连心”小分队队长、村
第一书记周鹏祥说，往后再建起农家
乐，搞起乡村游，村里就热闹了。

在前人笔下，东源村就有所谓的

“东源十景”，如何挖掘这些文化历史
背后的故事，打造“生态+文化”的乡
村特色旅游，成为村干部面前一道待
解的题目。

从上余村小组被称为“幸福大道”
的大马路，到东源村小组的垂钓基地，
再到经过下于村小组到达前东源村小
组的莲藕基地观光栈道，一条绕村环
村的景观带逐渐清晰。这正是东源村
发展乡村旅游的方向。

“以前进村的马路是单行道，现在
我们把它拓宽了。以后发展乡村旅
游，不管是小轿车还是大巴车进出都
很方便。”饶文辉说，连停车场的位置
他都想好了，就设在钓鱼基地旁边的
空地上。

看产业：

引来“凤凰”好致富

按照组织安排，我于2016年
7月26日起担任东源村党支部书
记、“连心”小分队队长。驻村开
展“连心”工作以来，我吃住在村，
工作在村，承担着信访慰问、脱贫
攻坚、基层组织建设、秀美乡村建
设和农村移风易俗5项工作任务，
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东源村成功实
现整村脱贫，并按照夯实基础、巩
固成效、提升发展的思路，使群众
增收致富，努力建设文明和谐秀
美新东源。

回顾10个月以来的驻村“连
心”工作，有苦也有甜，有欣慰也
有遗憾。

开展驻村工作，使我们这些
出家门、入校门、进单位门的“三
门”干部零距离地感受到了农业
发展现状，亲眼看到了农村的实

际情况，深入了解了农民的所思
所想。虽然有思想的碰撞，但自
己的工作方法和思路得到彻底转
变。农村生活的不适，也让我们
吃到了“苦头”，但也正是这些，让
我们更加熟悉农村工作，更加了
解基层动态，更加牢固地树立了
为民情怀，切实提高了服务基层
和群众的本领，还让我们得到了
更好的锻炼，尝到了“甜头”。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东源村
村情和谐稳定，产业从无到有，基
层组织运转有力，贫困村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困户实现脱
贫后正与其他群众一道走上增收
致富的道路。但发展基础不牢、后
劲不足、产业成效不强，乡村休闲
旅游刚刚开篇，秀美乡村建设和农
村移风易俗工作尚待深入推进，我

们的工作与群众的期盼相比，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目标相比，还
有不小的差距，我们没有理由自
满，仍需努力向前。

下一步，要进一步巩固发展
好现有产业，稳定产业收益，为增
加贫困户收入，巩固脱贫成效提
供坚实支撑。在此基础上，稳步
引进适合本地实际、风险较小、创
收能力较高的产业落户发展，增
强村集体实力，增加贫困户收入；
要积极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以周
边短途农家乐旅游为主，集观光
游览、采摘、亲子体验、户外活动
为一体，探索出东源村乡村旅游
特色，增加村民收入；要查找差
距、补齐短板，整村推进，力争将
东源村建设成为文明和谐秀美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

东源村村民在修建肉鸡养殖基地的消毒池。

问保障：

贫困户有了商业险

说变化：

干部“走读”变常驻

扶贫先扶志

扶贫必扶智

驻 村 帮 扶 苦 与 甜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岗上积镇东源村驻村第一书记 周鹏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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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未来：

借势造景待客来

东源村的老人在休闲健身广场乘凉聊天。

东源村小学学生正在认真听讲。

东源村正在建设的垂钓基地一角。

本报记者 李万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