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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帮扶咱们脱贫的部队真的要
走？”去年 4月的一天上午，一个消息在
井儿沟村不胫而走。

井儿沟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台峪乡，距
离县城 50 多公里。抗日战争时期，这
里是一块火热的革命热土，老百姓踊
跃支前拥军，现在村里还留有聂荣臻
等革命前辈居住过的民房，以及兵工
厂旧址。

新中国成立后，井儿沟村由于土地
贫瘠、交通闭塞，贫困村的“帽子”一直没
摘掉。2012年，时任河北省军区秘群处
副处长刘建强来到村里深入调研，经过
军地多方协调后，这个村成了原陆军某
师的定点帮扶对象。部队因地制宜，帮
村里建起香菇种植大棚，村民们的收入
逐年提高。

就在井儿沟村脱贫攻坚的关键时
刻，帮扶他们的部队整编成了旅，而且还
要移防外地。部队移防前，特意来到村
里和乡亲们道别，并表示会有部队继续
帮扶。嘴上不说，大家心里还是担心脱
贫致富计划因此中断。

去年初，部队帮村里又新建了两个
香菇种植大棚。按照原定计划，村里准

备把这两个大棚租给郑树南、王亮等几
户管理，这样每家一年都可以增加一定
收入。可是，大棚建好了，结算工程款
时，部队正在整编封账。如果不能及时
结算，承建公司就会拒绝交付大棚。

为了做好教育扶贫，部队 15名团以
上干部对口帮扶村里段盼盼、甄雪利、王
丹丹等 15名贫困大学生。随着部队转

隶移防，本来应该举行的捐赠仪式无法
进行，贫困大学生们也面临着生活费无
着落的困境。
“到底谁来接着帮我们？”村民们有

些焦虑的眼神，让村支书王新昌也感到
心里没底。他拨通了刘建强的手机，电
话那头传来铿锵有力的声音：“正想给你
们说呢，有一个合成旅刚移防过来，后天

就派人去和你们对接。”
这个合成旅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英

雄部队，有参与驻地双拥共建活动的优
良传统。移防到位后，该旅很想参与革
命老区脱贫攻坚，可是人生地不熟，不
知道具体该帮谁、怎么帮。正在这时，
刘建强的电话打到旅里，介绍了井儿沟
村的情况，并建议他们和这个村结对接

力扶贫。
就这样，井儿沟村成了这个合成旅

的定点帮扶对象。助学捐赠仪式如期举
行，两个大棚建设工程款很快被结清，乡
亲们重新鼓足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劲
头。去年底，井儿沟村又有 6户村民脱
贫。

通过积极协调，井儿沟村扶贫工作
顺畅接续，这是河北省军区积极发挥省
军区职能，协调服务驻冀部队投入扶贫
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井儿沟村重新踏
上脱贫致富之路，尽管河北省军区没有
直接给钱给物，但老百姓却忘不了这个
扶贫“红娘”的功劳和深情。

井儿沟村接力扶贫记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邢 曌

2012年冬，习主席在河北省阜平县
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时强调，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做到有计划、有资金、有目标、
有措施、有检查，大家一起来努力，让乡
亲们都能快点脱贫致富奔小康。

统帅有号令，部队有行动。5年多
来，河北省军区持续协调驻冀部队参与
驻地脱贫攻坚，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扶贫成绩单”：
河北省军区通过在驻冀部队中开展“助
力小康服务人民”扶贫活动，驻冀部队团
以上单位对口帮扶河北省 367 个贫困
村，占河北省 2012年贫困村总数的近十
分之一，已累计帮助近 30万群众摆脱贫
困走上致富路。

河 北 省 军 区 用 实 际 行 动 落 实
习 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河北省脱贫
攻坚工作贡献了力量，也通过实践探
索回答了“军队扶贫该如何强化担当
意识、到底该由谁来统、到底该怎么
统”等问题。

河北省脱贫攻坚有总体

筹划，驻冀部队扶贫也要下好

“一盘棋”——

当 好 扶 贫 对 接 的

“桥梁枢纽”

5 年多过去了，回忆起省军区协调
驻冀部队开展扶贫攻坚之初的场景，已
任某部政委的刘建强至今记忆犹新。

以前，省军区每年都会拟制一个关
于驻冀部队参与驻地扶贫的指导性文
件。2012年，时任河北省军区原秘群处
副处长的刘建强按照惯例，参照往年的
文件把当年的情况修改补充后呈上去，
没想到却被领导退了回来，理由是“不够
具体、操作性差”。
“我们也想写得具体一些，可是难以

做到具体啊。”文件被退回，刘建强一肚
子委屈。

文件上报之前，他查遍了上级的通
知文件，可没有找到关于省军区如何协
调驻地部队参与脱贫攻坚的，更找不到
上级明确赋予省军区在这项工作中的责
任和义务。没有上级文件通知作依据，
大部分驻冀部队又不隶属于省军区，统
得过多合适吗？

其实很多人和刘建强一样，都知道
扶贫工作没人统不行，没有统筹，内容标
准不一、工作随意性大，何谈“精准”？

有的单位不掌握驻地政府扶贫总体
规划，在训练场附近找个村帮扶。周围
老百姓颇有微词：“他们扶贫的村，比我
们村还富裕哩！”有的单位对扶贫内容把
握不准，还停留在逢年过节送钱送物，导
致对口帮扶的贫困村不领情：“这是送温
暖，哪是扶贫啊。”
“站在全局的角度看问题，主动担当

的意识和责任就会强起来。”这是省军区
党委“一班人”达成的共识。省军区政委
韩晓东介绍说，河北省是驻军大省、兵员
大省、革命老区，有自己的脱贫攻坚总体
筹划，驻冀各部队也在制订自己的帮扶
计划，作为军地通联的“桥梁枢纽”，河北
省军区不能只埋头关注自己的扶贫任
务，必须把驻冀部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
战统起来，与省里的总体筹划对接好，下
好“一盘棋”！

2012年年底，习主席视察河北省阜
平县不久，河北省军区就联合省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召集驻冀部队代表召开了

首次驻冀部队参与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会上，他们成立了驻冀部队参与扶贫开
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省委省政
府下发了《驻冀部队 2013-2015 年参与
扶贫开发工作规划》。

这些年，尽管自身扶贫任务很重，
但河北省军区的统筹协调工作一直都
在积极进行：2014 年，联合河北省扶贫
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
开展“服务人民助力小康”活动及创建
驻冀部队参与扶贫开发示范村的意
见》；2016 年 联合省委省政府，下发
《驻冀部队 2016-2018 年参与打赢脱
贫攻坚战工作规划》；2017 年，联合省
委省政府，召集驻冀旅以上单位领导
召开驻冀部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工
作会议……

一个个统揽驻冀部队扶贫工作的文
件相继出台、活动相继开展，确保驻冀部
队扶贫工作聚焦在燕山-太行山和黑龙
港流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做到始终有
方向、有任务、有标准、有规划，一锤接着
一锤敲、一任接着一任干。

在河北省军区统筹协调下，驻冀部
队“大扶贫格局”逐渐形成：驻城市武装
部跨辖区确定帮扶对象；廊坊市、唐山市
等地贫困村少，驻地部队跨区域帮扶承
德市、秦皇岛市贫困村。

扑 下 身 子 精 细 调 研 协

调，让群众所需与部队所能

结合好——

确保把有限资源用

在刀刃上

保定军分区副司令员任明远，2012
年时任河北省军区秘群处处长。采访
中，他给记者看了一份《驻冀部队 2013-
2015年参与扶贫开发工作规划》。

记者注意到，这份文件内容详尽，以

表格的形式为每个单位明确了具体帮扶
内容，涵盖定点帮村、基础设施、生态治
理、科教扶贫、医疗帮扶、精神文明等 6
项工程，为当时驻冀相关团以上单位明
确了帮扶对象、目标要求、责任主体、工
作时限、保障措施等。
“这份文件，见证了省军区党委协调

统筹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的担当。”任明远
介绍说，白纸黑字，细化量化，从确立扶
贫点到确立扶贫内容，每一步都要走实，
一个因素考虑不周，都可能会对后边的
扶贫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前几天，涞水县赵各庄镇福山口
村党支部书记许术山特意给任明远打
来电话，说现在村里路通了、产业兴
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任明远高
兴之余，想起了之前他们调研协调的
艰难过程。

2016年，河北省军区副政委要文须
带队到福山口村调研，翻了数座大山、走
了百余公里山路，在考察过5个贫困村后
综合衡量，确定福山口村为扶贫结对对
象。之后数天，他们又在福山口村田间地
头实地调研，渴了就喝口山泉水，饿了就
吃口干粮，最终科学确定了薄皮核桃种
植、高端采摘大棚等产业扶贫重点项目。

一个福山口村是这样，367 个贫困
村精准扶贫对接的背后，同样是从武装
部、军分区到省军区机关，认真调研、协
调统筹的结果。

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王舜上任后，即
着手考察驻冀部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
战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他带着人走遍
了军委机关、各军种等大单位在河北建
立的 11个帮扶点，通过深入细致考察，
确立细化脱贫产业项目、植树造林面
积、硬化道路长度等。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精准扶贫’，部

队的财力、精力等扶贫资源有限，必须做
到精准对接，确保把有限资源用在刀刃
上，确保帮扶一个产业项目成一个、植一
棵树成活一棵。”王舜说。

近 5 年来，阜平县协调统筹任务
重。县人武部部长刘国兵与部队领导、
乡村干部一起入农户、走泥地、翻山头，

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协调力量、
解决难题、出谋划策，跑遍了全县 209个
行政村，行程累计超过6万公里。

2017年 6月，刘国兵去店房村调研。
途中爬山，他左脚不慎扭伤，脚踝肿得厉
害，别人劝他就地休息接受治疗。刘国兵
看到店房村就在眼前，协调对接工作正处
于攻坚阶段，硬是咬牙继续前行……

军队医院帮助援建村卫生室，培训
全科医生；军队院校帮助援建村小学，
赠送教学器材；师旅团部队出动兵力，
为贫困村修路铺桥、植树造林……记者
翻看《驻冀部队 2013-2015 年参与扶贫
开发工作规划》了解到，尽管驻冀团以
上部队都参与扶贫攻坚，但是各自的任
务并不一样，都注重将各自的优势与扶
贫任务精准对接。

有了好规划更要敢督导，

末端问效兑现扶贫诺言——

齐抓共管确保规划

落到实处

“敢不敢下去检查？怎么下去检
查？查出来问题怎么办？”2012年年底，
驻冀部队参与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后
不久，任明远对该不该检查扶贫落实情
况有些纠结。

不去检查督促，制订好的规划可能
落实不到位，影响地方整体扶贫规划和
军队形象；下去检查督促，很多驻冀部队
不隶属于省军区，有的还是军委机关的
扶贫点，省军区没有指导的权力，查出问
题也没办法要求其整改。
“有了‘三年规划’，就要有检查落

实！”省军区党委“一班人”态度坚决。随
即，河北省军区牵头 6个厅局和驻军师
以上单位，成立驻冀部队参加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在省军区政治部设立办公室，
协调各部队落实责任人、联络员，确保工

作有人抓有人管。
为了确保第一个“三年规划”落实到

位，河北省军区还建立完善了联席会议、
形势分析、情况通报、问题会商等工作机
制，每年组织军地联合检查，定期编发
《扶贫开发工作简报》，加强跟进指导，推
动工作落到实处。

2013年年底，驻冀某部收到了驻冀
部队参加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的《扶
贫开发工作简报》后，单位领导顿时红了
脸。原来，简报里介绍了3个单位的扶贫
经验，也“指名道姓”地指出了3个单位的
问题，该部“扶贫项目选择不科学”“植树
造林没有考察地质”等问题赫然在列。

记者了解到，联合检查的重点是各
部队是否是真扶贫、扶真贫，查清楚扶贫
对象致富项目的规模是否适中、资金是
否充裕、是否有足够的盈利、运行模式是
否合理等。

随着军队“脖子以下”改革的深入推
进，不少驻冀部队转隶移防，如果不及时
统筹协调，就可能会留下一些扶贫“半拉
子工程”。

2017 年 8月，河北省军区召集驻冀
旅级以上单位代表，在保定市阜平县召
开驻冀部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工作
会议，要求各部队抓好脱贫攻坚的接续
跟进，确保工作不断线、不遗忘一个帮
扶对象。

建桥 8座，打井 183眼，帮建 45所小
学，修路 108.5公里，结对帮扶 3867名贫
困学生，出动23万人次植树造林……5年
多来，河北省军区协调驻冀部队参与扶贫
开发，着力打造的 22个“扶贫示范村”已
成为河北省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的样板。

驻 冀 部 队 扶 贫 第 二 个“ 三 年 规
划”，正在蹄疾步稳落实之中，官兵曾
经许下的帮助脱贫致富诺言，正在一
个个变成现实……

上图：驻冀部队采取多种方式积极

参加驻地扶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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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精准扶贫：到底该怎么统
——河北省军区协调驻冀部队参与驻地脱贫攻坚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樊志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日期越来越临近，全国上下正在努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一支生力军，军队要想在

这场战斗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必

须做到用心。

用忠诚之心。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主席对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高

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部

署。2013年11月28日，习主席视察

原济南军区部队时指示，要发挥军

队优势，深入做好扶贫帮困、助学兴

教、医疗扶持、支持新农村建设等工

作，书写军民鱼水情的时代新篇章。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决战决胜的

关键时期，我们应该充分认清军队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肩负的重大责

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决策指示

上来，将脱贫攻坚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紧紧抓在手中、扛在肩上。

用感恩之心。河北省是一片红

色的热土，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分布

着晋察冀、晋冀豫、冀热辽等多个革

命根据地，广为传播的地道战、水上

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等抗日壮举

都发生在这里。河北省革命老区土

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1.7%。

河北省燕山-太行山和黑龙港

流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人民军

队当年抗日斗争最活跃的地方。驻

冀部队正是怀着诚挚的感恩之心，

竭尽所能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回

报老区人民当年的恩情。

用大局之心。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贫困的成因都很复杂，打赢脱

贫攻坚战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

教育、农业、林业、科技等多个部

门。军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最

忌单打独斗。这些年，驻冀部队参

与打赢脱贫攻坚战之所以取得了

明显成绩，就在于大家都有强烈的

大局意识，把行动融入河北省脱贫

攻坚总体筹划，全盘考虑、精准谋

划、系统推进。各部队之间像战场

上的友邻一样，亲密无间、互相配

合。

用务实之心。打赢脱贫攻坚战

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系统工程，

绝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

各部队在工作落实上下一番“绣花”

功夫，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不

怕困难、直面挑战、步步为营，在参

与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展现和

维护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赢得老

百姓的拥护爱戴。

扶
贫
贵
在
用
心

■
周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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