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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微信快手线上讲课——

“草帽大学”如期开学
本报记者 梁 婧 通讯员 李 勤

让村社“戴帽”“握权”“长脚”
□ 裴俊巍

云南怒江州确保易地扶贫搬迁搬得出、稳得住、融得进、能致富——

春耕忙就业稳“新家”建设不停歇
本报记者 周 斌 曹 松 通讯员 李寿华

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融得进、能发展、能致富，不让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脱贫攻坚进

程，成为当前形势下云南省怒江

州的重点工作。怒江州一边抓防

控，一边稳生产、促就业、治环境，

不断巩固易地扶贫搬迁成果。

图为云南怒江州开展一站式返岗就业服务，组织农村劳动力到广东珠海务工。 何世强摄（中经视觉）

山东省临邑县临邑镇后庞扶贫产业园，工人正在给甜

瓜吊秧。 周忠华摄（中经视觉）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集“边疆、民
族、贫困”为一体，是“三区三州”国家层面的
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大多居住在山高
坡陡、峡谷缝隙、生态敏感、交通不便的山
区。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问题，
怒江近年来实施了10万人易地扶贫搬迁
工程。

当前，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和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怒江州委、
州政府一边坚持疫情防控不放松，一边把巩
固易地扶贫搬迁成果作为怒江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关键所在，通过抓实生产、抓好就业、
加强人居环境整治等后续管理方面工作，全
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确保搬
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融得进、能发展、能
致富，不让疫情影响脱贫攻坚进程。

抢抓农时忙生产

天气转暖，春耕正忙。在怒江州福贡县
匹河怒族乡指挥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疫
情暴发以来，搬迁群众减少外出，纷纷在自
家菜园地里忙活起来。

为方便搬迁群众生活，去年底，匹河乡
指挥田易地搬迁安置点结合群众所需，解决
现实问题，充分利用安置点周边的荒地荒
坡，通过土壤改良、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改
造成了占地15亩可用于种植蔬菜的地块，
分为330块供330户农户使用，每一户搬迁
群众都有自己的菜园。

“当前，特殊时期多种菜，自己吃少花
钱，多时还可以拿去卖。”搬迁群众和银香一
边摘菜一边说。

一片片方方正正的菜地绿油油、黄澄澄
的，种着各种青菜、茄子、西红柿、辣椒……
安置点管委会副主任何杨坤介绍，安置点成

立了“福贡碧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还选派专人对群众提供种植技术服务。“眼
下，我们引导群众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
还经营好菜园，防疫与生产两不误。”

在怒江州泸水市六库镇丙舍坝安置点，
这里的易地搬迁群众最近正忙着砍成熟的甘
蔗。近几年，村里利用邻近六库、交通便利的
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种植水果甘蔗拓宽
农民群众增收渠道，取得了良好成效。

当前疫情防控是重中之重，丙舍坝安
置点扶贫工作队队长段雪阳每天要求大家
做好防护，分散干活，不集中就餐，劳动时
必须佩戴口罩，并时时叮嘱群众回去要勤
洗手。“既要确保群众安全，又不耽误贫困
群众增收。”

早谋划、早安排、早行动，怒江州在疫情
防控的同时，积极引导群众不误农时抓好春
耕备耕。

2月15日，怒江州“治伤疤、保生态、防
返贫”生态建设巩固脱贫成果行动全面启
动，全州干部职工和搬迁群众闻令即行，挥

镐掀锄、上山造林。
怒江州计划从今年起，连续用3年时

间，每年投入10亿元，发展柑橘、咖啡、芒果
和绿色香料、特色中药材、高山茶叶等产业，
种植特色经济林果30万亩。通过生态修复
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全面治理生态“伤疤”、
优化产业布局、破解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
就业发展难题。

就业增收有岗位

搬出大山，要让贫困群众有收入才能稳
定生活。在抓好就业扶贫方面，怒江通过

“一户一岗”“就近就业”“转移就业”等方式，
让搬迁群众实现劳务增收。

“王庆军，你爸爸身体不好。你可以应
聘小区保洁员，每个月有1200元收入。普
做花，你娃娃小也不方便去远处打工，你想
参加合作社吗？”2月5日，怒江新城大墩子
安置点社区副主任陈乾文给搬迁群众打电
话，逐一了解他们的就业意愿。

在疫情防控期间，怒江州驻村（驻点）工
作队员进村、进点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结合
各个安置点实际，安排一部分符合条件的搬
迁群众聘为生态护林员、河道管理员、护边
员、地质灾害监测员、城市保洁员等增加收
入，并动员搬迁群众参加民族服饰制作、手
工艺品加工、茶叶加工等扶贫车间，让群众
就近就地务工增收。

“我们还了解了一部分搬迁群众外出就
业创业愿望，等疫情好转，发动他们外出务
工。”陈乾文介绍说。

“妈妈，您放心，我们已坐上‘专车’，明
天晚上就到珠海了。”2月19日，贡山县村
民李军乘坐有关部门安排的“专车”前往珠
海一家马达生产企业务工。

随着省内外企业复工复产的加快，怒江
州结合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实际，积极组织
开展返岗就业专项行动，对外出务工人员开
展点对点、一站式返岗就业服务。怒江州与
珠海市积极协调对接，为务工人员提供免费
交通、免费体检、免费防护用品、路途生活补
助等政策，将他们从家门口送到厂门口。

“外出务工是贫困群众增收的有效方

式，我们已累计向广东省转移825名劳动
力。目前，怒江州还有1700名劳动力要到
广东省就业，计划3月份组织输送完毕。”怒
江州驻珠海市劳务服务工作站站长杨世
强说。

人居环境大整治

群众走出大山，搬进小区、住进楼房，火
塘、圈舍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如何让他们
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融入新的社区生
活，也是易地搬迁点社区党组织和驻点工作
队的工作重点之一。

围绕疫情防控和脱贫摘帽要求，怒江州
制定印发了《关于开展全州疫情防控城乡环
境卫生大整治的紧急通知》，在全州范围内持
续开展以“整治环境，清洁家园，阻击疫情，决
战脱贫”为主题的爱国卫生运动和城乡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提升群众文明素养。

疫情防控宣传中，社区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抓住搬迁群众集中居家的机会，通过开展
防疫知识、卫生健康宣传和组织环境卫生整
治，让防疫工作成为提升群众文明素质、引
导群众健康生活的“大课堂”。

“洗手通风戴口罩，个人健康很重要”
“勤洗手勤换衣，不要随地乱吐痰”。在怒江
州泸水市洛本卓巴尼小镇扶贫安置点，社区
不仅张贴着这样的标语，广播每天还要播3
遍。入户摸排、防疫宣传、小区消毒……这
样的工作，巴尼小镇的党支部书记肖自南带
着社区工作人员，从春节假期开始就成为常
态化了。“安置点人口密度较大，我们在疫情
防控期间加强人居环境整治，也可以培育群
众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肖自南表示。

连日来，在怒江州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组建了由社区党员、驻点工作队员、楼栋
长等组成的卫生消毒组，同时也带动了社区
群众积极参与。大家齐动手、大扫除，对安
置点的住宅小区、背街小巷等重点部位的卫
生死角全面清理全面消毒，大力整治杂物乱
堆乱放、墙面“牛皮癣”等现象。

“大家都养成爱护环境、注意卫生的好
习惯，我们搬进楼房住得放心、住得安心。”
泸水市易地搬迁居民夏南妞说。

2月15日，怒江州启动“治伤疤、保生态、防返贫”生态建设巩固脱贫成果行动，全州干
部职工和搬迁群众上山造林。 （怒江州委宣传部供图）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北京市调研指导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全
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
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
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
控的坚强堡垒。

疫情当前，村、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
一线力量，是疫情大战的重点和难点。为了
有效铲除病毒传染源，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质
量，各地以村、社区为单位，从城市到农村、
从集体到个人，组织号召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卫生成为基层工作
重点。

不过，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时，一些村社

基层干部手忙脚乱，疲于应付，缺乏主动性，
这些问题看似没有足够人手，实则暴露出基
层治理“短板”。要想把疾病防控和卫生整治

“战斗”同时打赢，就要提高村社治理能力，在
基层打造一个个坚强的防疫和卫生战斗堡
垒。以福建省政和县为例，方法有三：即让村
社头上“戴帽”，手中“握权”，下面“长脚”。

“戴帽”指的是落实单位帮扶机制，强化
挂钩责任，让村社不会“孤军奋战”。本次疫
情防控，福建省政和县第一时间安排常委分
别驻守10个乡镇街道，其他副县级领导各
自挂点城内 9 个社区，分片包干，统筹协
调。另外，109个单位分别与9个社区共联
共建，携手奋战在第一线，给村社充实队伍，

武装头脑，补给物资，实现有效的互动联
动。人居环境整治，亦是如此。

“握权”指的是将部分财权和事权同时
下放到村社，让其不会“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原先城内卫生由环卫所统一聘请保
洁公司负责，但保洁公司不管建筑垃圾、不
管区域以外垃圾、不管死角垃圾，导致“三
不管”区域即便垃圾成山，保洁人员也视而
不见。疫情期间，政和县积极探索一条保
洁新机制，鼓励村社自愿落实卫生包片责
任制，将卫生管理权限和经费交给村社，由
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保洁机制。如此一
来，可以起到花小钱办大事之功效。

“长脚”指的是细化治理单元，延伸治理

结构，让村社不会成为“光杆司令”。社会治
理的复杂化呼唤治理结构的精细化。政和
县在第一时间，加强村社网格化管理，把基
层治理单元从村社下沉到街巷、楼栋和户，
严格落实村社长、街巷长、楼栋长、单元长、
户长“五长责任制”，实现治理结构的层层连
环。如此一来，国家的权力体系可以延伸到
村社以下，精确到户，明确到人。“有脚好走
路”“脚多走得快”，村、社区委员会之下因为
增设了治理单元，可以跳出琐碎事务的泥
潭，承担更多统筹性工作。

“危”“机”相伴相生，非常时期需要非常
手段，非常手段将带来治理能力的迅速提
升，而此次疫情既是一场危难，也是一次提
升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机遇。

本次疫情防控期间，国家对干部群众
进行了一次全体发动，对社会力量开展了
一场充分调动，实现了一次上下联动、全体
行动的社会总动员。只有不断提升村社治
理能力，才能在新的挑战中临危不惧、有条
不紊、百战百胜。 （作者系福建省政和县
副县长）

2月19日一早，刘笑就忙活起来，他通过快手直播自己
编排的“防疫和育苗技术教学”段子，整个直播间语音交流此
起彼伏，热闹非凡。

刘笑是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也是山西省“农村
青年星火带头人”和“农村科技致富能手”。2019年，他创建
了“草帽大学”。目前，“草帽大学”在山西、陕西、新疆、吉林、
河南、宁夏等地搭建起42个省际、地市级、县级和乡镇级分
校，指导人数达到4000余人，服务面积逾万亩。

“根据各分校新同学的需求，从2020年农历正月开始，将
进入全面的抗旱种植技术培训和实地规划与配套生产资料准
备阶段。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草帽大学’的规划进
程。”刘笑说。

为此，刘笑迅速调整思路，编写了30多页科普传播提纲，
完成了近200小时的课时。在要求大家居家预防的同时，自
己却逆行于服务部、秋膜覆盖基地、冬小麦示范田、西瓜种植
基地等各个教学场所采集资料、拍摄视频照片。从农历正月
初一开始，他在分校微信群长期传授种植技术和销售农产品
的内容中，增加了至少两个快手段子和每晚2小时的快手直
播，形成思想、技术、疫情并驾齐驱的教学框架，让同学们在了
解农业技术的基础上，提振防疫信心。

为了教会农民抗旱、抗寒播种移栽技术，刘笑把自己的家
和服务部变成育苗教学讲台，将50多个早期种植的瓜菜品种
用塑料筐、育苗杯、育苗穴盘和营养基质提前育苗，通过播种、
保水、控温、分苗、倒栽等形式的快手段子和照片、文字发布出
去，让大家在线学习育苗的全部知识，按部就班地应用在自己
的生产实践中。他说：“我们农民脱贫，不光要靠力气，更要靠
智慧！”

截至目前，刘笑已经开设了20期20课时的快手直播讲
座，发表了近百个防疫和育苗技术教学段子，总校和分校微信
巡回讲课22天，微信指导信息超过两千条，快手段子浏览人
数达到10万人次，22次晚间直播听讲人次平均过千，总人次
达到2万多。

本报讯 记者童政、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陈自林报道：近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等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全区从1
月1日起至6月30日，采取强有力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保障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确保产业扶贫收益不减。

2月20日，记者在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史丹利化肥贵港有
限公司厂区看到，这里到处是忙碌的景象。该公司行政部副
经理冯英梅介绍，扶贫产业主产区的种植大户是该公司的主
要客户。为了满足广西各地春耕备肥的需要，公司开足马力
生产，3条生产线日产能达1800吨。

记者从自治区扶贫办了解到，为了保障扶贫农产品和生
产物资运输配送，广西设立了贫困地区农产品和生产原料物
流输送“绿色快捷通道”热线电话，制定贫困地区农产品和生
产原料统一通行标识，张贴到各收费站、道口、卡哨等管制点，
保障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农产品和生产原料通行。

为鼓励贫困户发展产业，广西调整了以奖代补政策门
槛。首先是简化奖补程序，在网上开展计划申报、申请验收、
公示公告等工作；其次是提高奖补标准，贫困户在3月31日
前、4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发展的产业，奖补标准在原定单
位补助标准基础上分别增加50%、30%的补助。

广西：

确保产业扶贫收益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任清松报道：为确保疫情期
间项目稳定运营，山东临邑县扶贫产业复工服务专班近日协
调各乡镇（街道）、人社部门统筹安排农民务工，解决产业项目
用工缺口问题；引导大型商超、企业优先采购当地扶贫产品和
服务。

2月21日，在山东临邑孟寺镇昝家村扶贫产业基地里，
10多名工人正戴着口罩种植西瓜苗。“受疫情影响，高速卡口
限行，物资运不过来，多亏了县产业复工服务专班帮我们办理
通行证，才没错过农时。”孟寺镇昝家村扶贫基地负责人王晓
霞说，目前昝家村扶贫基地的16个种植大棚已正常复产。

为做好疫情防控，该县扶贫产业复工服务专班帮助各扶
贫产业园建立疫情防控措施，截至目前，全县80个扶贫产业
项目基本未受到疫情影响。“我们必须坚持防疫、复工两手抓，
最大限度把疫情对产业扶贫项目的影响降到最低，巩固脱贫
成果。”临邑扶贫开发办主任马太廷说。

山东临邑：

服务专班助力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