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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数着钱，55 岁
的李保义脸上乐开了花。抬眼望去，目
之所及都是一栋挨着一栋的冷棚葡萄，
横竖咋看都那么顺眼。

刚过去的一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车新村的冷棚葡萄又实现了大丰收，收
入高达 3000 多万元。这两天李保义算
了算账，家里的收入比去年翻了一番。
这些天，辽宁省军区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过程中，专门组织各军分区、人
武部前来学习取经。大家参观后印象深
刻：没花钱没给物，竟然就帮扶出一个全
新的“车新村”！

咋回事？李保义至今清晰记得，
2014年年底，一个“两杠四星”的“大官”
冒着雪在村里转悠了半天。后来，他才
知道，眼中的这个“大官”，是阜新军分区
政委王锐。按照当年阜新市“集团帮困”
责任划分，王政委牵头帮扶车新村。

听到这个消息，李保义心里窃喜：部
队帮扶咱，不得发钱给物啊！可让李保义
没想到的是，王锐三天两头跑到村里，又
是测土质，又是问专家，还去跑市场……
最终，乡亲们没有等来钱物，等来的是一

个建冷棚葡萄园的致富项目。
毕竟是“动钱”，李保义和不少村民

最初都有些犹豫。“万一搞砸赔了本，连
西北风都喝不上。”

可村党支部认准了这条路。原来的
洼地、坡地很快变得平平整整，连串的冷
棚拔地而起，成了一大片葡萄园。自从
家里种了8栋冷棚葡萄，李保义就有一种
强烈的预感——这个“山上的石头比土
多”的穷山村，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变化。

作为阜新市 197 个贫困村之一，车

新村全村 443户、1583人，其中建档贫困
户 203户、贫困人口 708人，2013年人均
收入不足 3000 元。乡亲们一直挣扎在
贫困的泥泞里。
“现在看来，冷棚葡萄这条路咱走对

了！”李保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5年
7月第一挂果期，每亩冷棚平均产葡萄
2500斤，平均每斤售价 6.5元，每亩纯利
润在1.5万元以上。

见到了“回头钱”，李保义脸上乐开了
花。“手里有俩钱了，明年看能不能扩大些

规模。现在我不止要脱贫，还想着致富
呢。”李保义对往后的日子信心十足。
“输血”不治本，“穷根”依旧在。阜

新军分区利用军民融合“承上启下”的优
势，通过探索市场化带动、企业化经营、
合作化发展、自发式参与的“三化一式”
运作机制，让这个几年前还是县里倒数
的贫困村成了“幸福村”。
“如今，我们再也不用到外地打工

了，就在家门口挣钱。”回想自己在南方
打工的那几年，白长柱夫妇眼中泛着泪

花。去年，他家通过加入村里的喜日果
树种植专业合作社，一方面通过将项目
到户扶贫资金入股合作社获得“分红”收
入，一方面夫妻俩均被安排到合作社上
班，俩人日工资 150元，月收入合计 4500
元，按一年务工 6个月计算，年增加纯收
入27000元。
“像白长柱一样，车新村有20多名在

外打工青壮年，选择回家乡发展。”村干
部向记者介绍，目前，村里40多名冷棚施
工人员承揽其他乡镇的冷棚建设工程，

技术较好的焊工年收入可达3万元以上。
这是一组令人兴奋的数据：几年来，

车新村冷棚葡萄种植规模迅速扩大到
2000 亩，年产葡萄近 700 万斤，产值近
3500万元，一跃成为东北最大的冷棚葡
萄生产基地。

去年盛夏，阜新市第三届葡萄采摘
节在车新村开幕。仪式上，这个小山村
与大型商场、果商一下子就签订了 2000
多万元的采购协议。
“葡萄熟了日子甜！”村党支部书记

白金山激动地说，几年来，军分区帮助
203家贫困户、708名贫困人口成功实现
脱贫，全村人均收入由原来的不到 3千
元提高到现在的 2万元，实现了整村脱
贫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年收
入10万元以上的就有 19户。
“多亏部队领导帮扶咱们村，俺们才

找到了致富的道道！”村民齐国明的一番
话道出了村里贫困人口的共同心声。

没花钱没给物，帮扶出一个“幸福村”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肖建勇 赵 雷

车新村火了！
前不久，辽宁省军区的扶贫攻坚工

作推进会，开在了车新村冷棚葡萄基地
的田间地头。与会代表在啧啧称赞的同
时，也更加坚定了大家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信心。
“目前，该项目作为省军区产业扶

贫示范基地，真正实现了‘帮扶一个
村、推动一个镇、发展一个县、富裕
一个地区’的目标！”省军区政治工作
局主任李军告诉记者，他们把解剖总
结车新村扶贫经验作为学习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活教材，使官兵们对“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重要精神有了更深
刻的领悟。
“车新村的扶贫成效只是我们加

大帮扶脱贫攻坚力度的一个缩影。”
辽宁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吹响扶贫
集结号，已是攻坚拔寨时。为实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
标，脱贫攻坚业已成为当前中国最重
要的工作之一。近年来，辽宁省军区
在攻克坚中之坚、解决难中之难过程
中感到，深度精准扶贫，有 3 个关键
点应抓住。

脱贫攻坚，“造血”胜过

“输血”——

产业扶贫，部队扶贫

帮困首选路径

马家堡村 69 岁村民姜成春没想
到，短短两年，小小芥菜竟改变了他家
的命运。

走进岫岩县洋河镇马家堡村，一座
座蔬菜大棚特别吸引目光。几年前，这
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鞍山军分区
帮助他们探索“专业化+合作者+贫困
户”的养殖扶贫模式后，全村人均收入
由原来不到 1500 元提高到现在的 5000
元……

芥菜，是岫岩县马家堡村脱贫的秘
密武器之一。2016年，村里建立了 100
亩的芥菜种植基地，并给贫困户免费提
供技术和种子。仅此一项，就有 12户
贫困户脱了贫。短短 2年时间，村民姜
成春就靠种植芥菜脱了贫。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过去

这儿的山沟沟却养不起我们老百姓。”
姜成春告诉记者，马家堡村是典型的山
区村，有着“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
“前些年，尽管送钱送物的不少，

但始终没能拔除村里的穷根。”回忆过
去，姜成春感慨万千：贫有百样，困有
千种，以往抗旱时组织捐款、助学时买
学习用品、春节送些米面油仅仅是解决
燃眉之急，最后陷入了“年年扶贫年年
贫”的怪圈！
“脱贫攻坚不能搞救济式、慰问式的

应景工程、政绩工程，‘输血’的同时更要
注重帮助群众‘造血’。”辽宁省军区党委
分析后认为，贫穷就像一盘深扎进农村
土壤的老树根，仅靠农民自身的努力难
以挖净，要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产
业扶贫是扶贫工作的关键抓手。

为此，他们把帮助发展特色产业作
为扶贫开发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引导扶
持贫困农民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推动

以种植业、养殖业和旅游业等为主导的
特色产业。

朝阳县王营子乡八家子村是远近闻
名的贫困村。这两年，按照省军区部署
要求，朝阳军分区争取农业、财政等部
门资金政策支持，在八家子村建成了集
观光旅游、休闲垂钓、餐饮等为一体的
“畅心园”，包含了绿色采摘园、渔业养
殖、温室种植等特色旅游项目，成了远
近闻名的休闲景点。

靠产业扶贫促稳定增收，是辽宁省
军区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关键抓手之
一。他们因地制宜，没有“捡进篮子都
是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
牧、宜游则游。

采访中，记者欣喜地看到，有的村
里发展有特色、有市场的农业产业；有
的村里搞好光伏发电项目扶贫、金融扶
贫等新兴产业……
“产业扶贫，精度决定效果！”说

起村里这些变化，辽宁省绥中县加碑
岩乡王台村党支部书记吴冰满脸笑
容：“现在，村民挣钱的门道多了。”
在绥中县人武部帮助下，王台村敲定
了用发展“农家乐”和种植黑木耳来
带动全村经济的模式，让村民的腰包
鼓了起来。
“我这岁数出去打工也没人要啊，

所以村里一组织合作社，我二话没说就
参加了。”50 岁的村民张春富告诉记
者，有了这个合作社，大伙心里都挺高
兴，感谢部队给指出了“来钱道”。

如今，张春富老两口都在木耳基地
干活。建棚、摆地、接菌，从 2015年 8月
26日开始干，两个人一个月能净挣 3000
多块钱。“我们还有分红，去年成本投入
大，以后形势肯定一年比一年好。”说话
间，笑容再次涌上张春富的脸庞。

脱贫攻坚，既要“富口袋”

更要“富脑袋”——

教育扶贫，阻断贫困

的“代际传递”

“接到上级通知，你们明天要到沈阳
市曈辉小学进行为期3天的培训。”

前不久，岫岩县杨家堡镇中心小学
宋平和其他 25 名同校的教师接到通
知。这让宋平喜出望外，自己早想出去
进修培训了，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像宋平一样，辽宁省百名深度贫困
地区教师都接到了这样的通知。辽宁省
军区领导告诉记者，扶贫先扶智。为更
好地提升助学兴教质量层次，辽宁省军
区携手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百名深度贫困地区教师进省名
校”，培训中小学教师，逐步形成良性发
展、充满活力的城乡互助新局面。

在辽宁省各市县，有一大批像宋平一
样的老师，深切感受到教育扶贫的力量。
“过去我们扶贫，大都注重帮扶生

活。殊不知，关键在教育。”扶贫调研中，
大山深处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的现
实无奈，引发了辽宁省军区领导深思：扶
贫帮困，我们既要解决贫困群众现实生活
问题，更要注重他们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孩子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既
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基于这样的
认识，辽宁省军区把加大贫困地区学生
的教育培养作为扶贫根本之策，广泛开
展“携手同行·共圆梦想”助学活动，采取
“一对一”形式，组织党员干部与贫困学

生结对认亲、结对帮建、结对助学，帮助
他们完成学业。

站在记者面前的刘鑫灏是个皮肤黝
黑的小男孩。他把头埋得低低的，腼腆地
告诉记者，自己是一个“留守儿童”，爸爸
和妈妈常年在外地打工，只和奶奶相依为
命。如果不是辽宁省军区的“助学兴教”
活动，刘鑫灏可能没有机会继续读书了。

新修教室宽敞明亮，标准化操场设
施齐全……和山间村落里黑暗低矮的校
舍相比，锦州市大榆堡镇希望小学仿佛
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校领导告诉记
者，锦州军分区协调专项资金新建小学，
解决了临近 6个村孩子学前教育和小学
教育难题。相关数据监测表明，这些孩
子的平均身高、体重和学习成绩较之前
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培养一个孩子，改变一个家庭；办好
一所学校，造福一方百姓。为了不让贫
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阻断贫困
的“代际传递”，辽宁省军区各级各部门
共同发力：
——葫芦岛军分区广泛开展“将校助

学”“爱心储蓄”等活动，援建 5所希望小
学，使千余名贫困学生重返校园。去年，他
们又投入资金，为援建的八一希望小学购
买两台多媒体教学设备，深受师生欢迎。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连续 11 年

组织机关干部与岫岩县杨家堡镇中心学
校开展“一对一”捐资助学活动，先后帮
助 300 余名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2015 年 6月，一次性投入资金为学校教
学楼加铺保温板，解决了 1200名学生冬
季取暖问题。
——2008 年自主择业的副团职干

部邱玉君，从 2011年开始到建昌县老大
杖子乡长年义务支教，不拿一分钱工资，
不要任何补助，还累计捐款捐物 30余万

元，在当地产生了强烈反响，被评为“最
美建昌人”。
“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

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
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大事。”省军区领导介绍说，他们还专门
下发通知，要求省军区机关、各军分区
（警备区）要对口帮建 1所乡镇学校，人
武部要与 1 所贫困地区小学建立联系
点，在对口帮建贫困学生的同时，还要拓
宽帮扶思路，积极协调贫困地区优秀教
师到驻地省、市重点学校进行培训践学，
从而提升“助学兴教”活动的质量效益。
“沈阳市康平县郝官屯镇山清水秀，

但地理位置偏远，过去优秀教师引不来、
留不住，如今却吸引了不少大城市的优
秀教师。”沈阳警备区政委李军说，这里
的孩子们再也不会“输在起跑线上”，希
望之光在一个个贫困家庭中升腾。
“从‘扶上学’到‘扶就业’，从学得好

到用得上，教育扶贫的靶向还需更加精
准！”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
将同时做好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无缝
对接，让没有升入大学的山区贫困家庭
学生接受职业教育，提高就业技能。

脱贫攻坚，扶志比扶贫更

重要——

扶贫先扶志，激发脱

贫致富内生动力

山连山，弯连弯，一道山梁一盘山。
从大石桥市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

前行，周家镇冯家堡村跃入眼帘：宽阔的

水泥路连接家家户户，村部前的休闲广
场上，凉亭、太阳能路灯、宣传栏和健身
器械一应俱全。

重重山岭间，冯家堡村给人柳暗花
明的惊艳之感。

难以想象，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
个以脏乱差闻名的省级“贫困村”。
“村里的那条路像是一根卡在喉间

的鱼刺，阻碍了村里和外界的联系。”村
民冯玉俊指着伸向远方的通村柏油路
说，这条路村里第一次列计划是 10多年
前。

以前雨天路不通、黑天路难行，出一
趟门坐车来回颠得人肚子疼。这还不算，
村里环境卫生差，缺少污水处理设施，严
重影响了大家的生产生活，“连外村的姑
娘都不愿意嫁过来，一些年轻人为了娶媳
妇想方设法把户口迁到大城市。”

冯家堡村何以在这么短时间内实现
“华丽转身”？这得益于营口军分区的
“精神文明扶贫工程”。

营口军分区政委赵晓峰介绍说，在
对口帮扶冯家堡村时，尽管他们给项目、
给资金，可贫困群众积极性还是不高。
深入了解才发现，长期贫困让有的村民
养成了好吃懒做和赌博等坏习惯。

怎么办？他们把扶志作为扶贫的关
键抓手，先后投入资金，为村里修建 2个
文化广场、4个凉亭，还进行路边亮化、
修建护坡等工程。

夜幕降临，劳作了一天的农户结伴
前往村民文化广场跳起了广场舞，整个
山村响起了男女老少的欢笑声。55 岁
的村民王素燕感慨道：“以前一到晚上就
想打牌耍钱，现在都改跳广场舞了，生活
方式健康多了。”

这只是冰山一角。困于山、苦于路，
这是我国扶贫攻坚主战场——连片特困
地区普遍面临的脱贫瓶颈。辽宁省军区
领导在扶贫中发现，有些村屯自然条件
比较恶劣，长期以来基础建设和文化建
设欠账太多。
“完善乡村文化设施建设，改善村民

精神文化生活，对于他们走上小康路尤
为关键。”辽宁省军区领导告诉记者，他
们瞄准瓶颈，携手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多
措并举，实施一大批惠民工程，使贫困乡
村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有脱胎换骨之
变，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

几年来，辽宁省军区先后帮助修建
道路 62公里、建漫水桥 13座、翻建村部
7个、建设村民文化广场8个。

路通了，脱贫致富就不难。“要是没有
修路，李子种好了也卖不出去。”厉民是冯
家堡村的贫困户，一个老实的庄稼人。

以前李子成熟季，到镇里一趟得肩
挑背扛，大量时间花在了弯弯绕绕的盘
山小道上，起早贪黑赶到集市上也卖不
上好价钱。今年上半年，在部队帮助下，
村里硬化了 20多公里路。“现在，好多城
里人直接到村里采摘李子，不愁卖不上
好价钱。”厉民喜上眉梢。

最可贵可喜的变化是村民的精神风
貌之变、乡风文明之变。岫岩县杨家堡
镇邓家堡村贫困户田奇友说：“以前到了
农闲时，人一聚、无事干，酒一喝、牌一
打，当年挣的那俩钱全用来赌博了，然后
第二年再出去打工，回来再赌博，如此恶
性循环。现如今，打麻将的少了，唱歌跳
舞的多了；喝烧酒的少了，体育锻炼的多
了。”田奇友说，有了文化广场，大家见面
说话多了，关系也更和睦了。

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辽宁省
军区党委信心满满：一定能打赢精准扶
贫这场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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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关键抓什么
——辽宁省军区帮扶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赵 阳 赵 雷

记者调查

辽宁省军区驻村工作队队员为村民讲解冷棚葡萄种植技术。 肖建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