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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是南腰界镇茶叶丰收时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运往实体
店的销售渠道受阻，茶农邓伟却并不
着急，“好在驻村工作队有远见，早建
立起电商销售渠道，我们不用为销路
发愁了。”

2018年年底，当闹溪村许多村民
还沉浸在本村率先达到脱贫摘帽标准
时，村主任秦红强就一脸凝重地找到
县人武部驻村工作队，道出他的焦虑：

“黄队长，村里贫困户都脱贫了，但我
还是担心，工作队撤退后，会不会再度
返贫？”

秦红强的担心不无道理：靠天吃饭
的农业产业，遇上荒时暴月怎么办；有
的村民现在刚脱贫，但马上面对孩子升
学、支出增大的压力；有的村民得了慢
性病，劳动力下降后可能导致返贫……
考虑到返贫风险，去年初，军地领导专
赴南腰界镇召开协调推进会，与会人员

一致感到：脱贫攻坚走到“最后一公
里”，也进入“最难一公里”，攻上了山头
必须要守得住阵地！

“摘帽不摘责任、政策、帮扶和监
管，防止返贫现象发生。”重庆警备区政
治工作局领导介绍，他们建立健全稳定
脱贫长效机制，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的衔接，巩固脱贫成果。

——把村党支部建设作为脱贫巩
固的核心。警备区探索“支部扶贫理思
路、军地联动建班子、党员互助结对子、
互帮互学强素质”的党建扶贫新路。与
此同时，在南腰界镇担负扶贫任务的县
人武部职工吴奇峰，带领南界村党支部
摸索出强化党员带头意识的“五个一
遍”做法：扶贫政策宣讲一遍、红色遗址
瞻仰一遍、支委对照引领脱贫检讨反思
一遍、种养殖技术先学一遍、党员带领
群众脱贫承诺一遍。如今，带头致富已
成为村里30余名党员的共识和行动。

——把特色品牌作为脱贫巩固的
支柱。几年来，南腰界镇因地制宜在南
界村打造富硒有机稻米示范基地，共带
动附近45户贫困户增收。警备区驻村
工作队乘势抓产业发展、创品牌效益，
先后注册“南腰界大米”“南腰界贡菊”
等农产品品牌，在电商平台开辟“酉好
货”商铺，上架的农特产品销往27个省
份，2019年销售额近百万元，有效扶持
了5家农村合作社及200余户贫困户实
现稳定脱贫。

——把新型农民培育作为脱贫巩
固的重点。去年开始，坚持“无产业就
外出就业”原则，积极引导南腰界镇富
余劳动力特别是贫困劳动力外出务
工。针对贫困劳动力技能水平普遍不
高的实际，县人武部多次聘请专家对村
民进行免费技能培训。当下，进入复工
复产关口，县人武部与县人力资源局、
扶贫办一道，完善劳务输出对接机制。

截至目前，收集梳理20多个工种200多
条就业信息提供给村民，帮助 40余人
外出务工，使他们通过自力更生端上了
稳定脱贫的“金饭碗”。

“子弟兵帮衬贫困户，当年的红军
回来了！”采访期间，记者在人武部驻村
工作队偶遇村民秦义兵。县人武部为
降低疫情影响，专门派民兵运输队为他
送来化肥、种子等物品。南腰界镇革命
老区的脱贫之路，既是传承当年红军长
征精神的结果，更是军地双方、驻军单
位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做出的新作为。
如今，老区人民不仅真要和穷
日子说再见了，等待他们的一
定还有更加幸福的明天。

疫情之下如何做到“攻守”兼备？

持续滴灌，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攥指成拳攥指成拳，，汇集优势兵力精汇集优势兵力精准出击准出击
—重庆警备区协调驻渝部队实施精准扶贫的调查报告

■罗 爽 本报记者 左庆莹

都说知音难觅，但对于陆军某部的
谢干事来说，一次军地联席会上，就让
他找到了那个身穿不同颜色迷彩服的

“另一个我”。
事情还要从2017年地方组织双拥

业务培训说起，与会人员畅聊各自单位
开展的扶贫工作，谢干事叫苦不迭：“一
年忙到头却看不见啥效果！我们是技
术型单位，平日与地方接触较少，扶贫
对象需要啥，需要什么样的致富门路,
我们真是摸不着庙门！”

坐在一旁的空军某部王干事听了
心有戚戚，“作为改革调整后新组建成
立的单位，许多工作人员都是从其它地
方而来，既不熟悉重庆的社会情况，更
不了解具体的扶贫状况，开展扶贫工作
并非易事。”

“没有统筹，内容标准不一、工作随

意性大，何谈‘精准’？”重庆警备区司
令员韩志凯告诉记者，总结分析这些年
驻渝部队扶贫帮困中遇到的困难，他们
感到急需改变此前驻军部队各自为战、
分头援建、项目重叠的旧扶贫帮困模
式，发挥省军区系统桥梁纽带作用，牵
头协调驻军部队，统筹整合各方面要
素，凝聚起驻渝部队脱贫攻坚的强大合
力，在联合作战中增强脱贫攻坚的综合
效益。

“联合作战先要联‘中军帐’。”
2018年初，驻渝部队第一次召开扶贫
工作联席会议时，警备区政委刘伟提
出，成立由警备区司令员和政委挂
帅、驻渝部队独立旅以上单位领导组
成的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协调工作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常设办公室，负
责驻渝部队参与支援脱贫攻坚日常

事务，与全市总体筹划对接好，下好
“一盘棋”！

随即，一个个统揽驻渝部队扶贫
工作的文件相继出台、活动接连开展：
经与地方扶贫部门3次实地察看，确定
扶贫工作集中火力聚焦在南腰界革命
老区，同时建立工作研究、形势分析、
情况通报、检查督导等 4项工作制度；
定期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拟制下发《驻
渝部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方
案》等5份文件，做到始终有方向、有标
准、有规划，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任接
着一任干；驻渝部队各单位领导先后
20余次现地调研，压实帮扶责任；在定
期检查通报任务进展情况的基础上，
领导小组还细化了脱贫攻坚督察考评
标准，采取不打招呼相互抽检的方式，
确保各环节工作始终瞄着脱贫目标用

劲，做到不脱“帽子”不撒手、不达小康
不收兵。

翻开《驻渝部队参与精准脱贫工作
计划》，每项任务的目标要求、责任主
体、工作时限、保障措施等具体明细全
部拉单列表一目了然。“一个村有一张
帮扶计划，一个单位有一本帮扶台账。”
手握脱贫路线图，陆军某预备役师政治
部主任李秀仪对本单位结对的15户乡
亲脱贫致富很有信心，“联合行动、分工
明确、任务到人、战法得当，一定能帮他
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地方领导看来，驻军部队联合
出击更是事半功倍之举。“现在有了警
备区牵头协调，信息渠道、资金渠道、
检查渠道统一归口，省时省力简洁高
效。”重庆市扶贫办信息处处长田茂慧
表示。

如何让“1+1”的效果大于2？

把脉问诊，从“自行出击”到“集团作战”

闹溪村位于南腰界镇南部，因自
然风光较好，素有“南门第一村”的美
誉，但因其交通基础较差、产业发展相
对滞后、群众发展动力不足等原因，致
使这里一度陷入“一方水土难养一方
人”的窘境。

“其实这些年许多社会力量也给予
帮扶，但大多都是根据自己的计划各出
各的拳，最终往往事倍功半。”2017年
底，驻渝部队委托酉阳县人武部成立扶
贫工作队进驻南腰界镇，在第一次院坝
会上，南腰界镇镇长朱杰如是说。

“脱贫攻坚就像是一台精密的机
器，任何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卡壳，必须
一气呵成！”得知此情况的重庆警备区
领导随即给工作队指明进攻的方向。

为摸清情况、对症下药，扶贫工作
队连续 30多天访贫问苦，与当地政府
一起撰写《精准脱贫三年规划》，决定

以闹溪村为样本，各个重难点问题集
中击破，描绘出一张精准脱贫路线图：
援建改造村组公路、村级卫生室等基
础设施，协调解决饮水工程立项，改善
村民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特色养殖、种
植等产业，同时推进、一体联动。

没 有 全 民 健 康 ，就 没 有 全 面 小
康。初来闹溪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酉
阳县人武部职工黄登峰发现，23.5%的
建卡贫困户家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
病致贫情况。根据任务分工，陆军军
医大学决定投入 150余万元援建村卫
生室，仅用时 4个月就建成 670多平方
米的重庆市首个村级卫生室示范项
目。扶上马，送一程，为做好卫生室的
人才培养工作，大学还定期免费培训
乡村医生，开展义务巡诊治疗活动。
截至目前，这个村卫生室累计治疗
3000余人次、住院 330余人次，基本解

决渝黔 2地 4县 8村 3万余山区群众看
病难问题。

与此同时，陆军勤务学院也于任
务分配的时间节点来到南腰界，出资
出技术援建人畜饮水配套项目，铺设
共计 30余公里饮水管至每家每户，确
保闹溪村、大坝村、龙溪村的 700多户
村民饮水安全。

基础设施的问题解决了，产业扶
贫也紧跟步伐开花结果。在酉阳县人
武部“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
宜游则游”“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扶
贫方略指导下，村民成立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成功建设茶叶种植、土鸡养
殖、黑山羊养殖“三大基地”，吸纳 350
户贫困户入社参股，有力带动附近农
户养殖、牧草种植、肥料加工等相关产
业发展。去年，驻军某部还捐赠产业
扶贫专项资金 50万元，规划用于农业

发展。
项目扶贫、技术扶贫、资金扶贫、

教育扶贫……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让参与此项工作的各方都有了满满的
收获感。2018年底统计数据出炉：南
腰界镇 3年来已实施通信塔、饮水池、
垃圾池、村部改造等建设项目30多个，
完善 4所学校硬软件建设，投入 200余
万元打造红军文化广场、国家国防教
育示范基地，推进红色文化传承，传播
文明新风。截至目前，全镇人均收入
达到 1.1万元。今年 1月，南腰界镇通
过国家第三方评审机构验收，成功脱
贫摘帽！

面对这样的数据，连续5年参与驻
地脱贫攻坚工作的武警重庆总队干部
孙伟感慨不已：“统筹干好各自的老本
行，在擅长的领域集中发力，才能奏响
这支脱贫攻坚‘交响乐’！”

手握“指挥棒”如何奏好“交响乐”？

对症下药，从“七手八脚”到“各展所长”

习主席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发出了脱贫攻坚总攻动员
令，吹响了脱贫攻坚总攻冲锋号。省
军区系统担负着面向三军、协调军地
的重要职责，必须把贯彻落实习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牢
固树立战斗队、先锋官的思想，像组织
打仗一样决胜脱贫攻坚，为确保如期
完成任务作出应有贡献。

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要求军
队攻必克、战必胜，守必固、立必稳；新
时代，党和人民对军队的要求依然如
此。面对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省军区
系统必须顽强拼搏、英勇作战，努力以
战时决心、战时意志、战时状态、战时
韬略夺取决战决胜。

从现实情况看，部分尚未脱贫的
地区，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
难啃的硬骨头。面对这座横在胜利前
面的“大山”，省军区系统必须尽锐出
战、全力攻占，誓死夺取全面胜利。要
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攻坚战”，瞄准贫
困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准贫困群
众难解的现实困难，组织实施集团冲
锋，全员上阵、全面覆盖，务求全胜、力
求速胜；要瞄准关键要害打好“清点
战”，针对尚未脱贫的贫困县村、贫困
人员，组织实施点穴作战、精兵作战，
点对点帮扶、人对人帮建，确保快脱
贫、真脱贫、脱真贫；要着眼脱贫质效
实施挂牌督战，督促帮扶单位拟好督
战方案，指导贫困县村定好作战方案，
严格落实考评制度、督导责任，确保如
期攻下最后的“山头”。

既要攻得下，更要守得住。这是
对省军区系统决胜脱贫攻坚任务的根
本要求。当前，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
中，有的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有的产
业项目同质化现象还比较严重，有的
就业还不够稳定，存在着随时返贫致
贫的风险。

面对种种风险挑战，必须多措并
举、守住固化已有脱贫阵地。要搞好
就业帮扶，发挥省军区系统信息渠道
多的优势，精准对接劳务输出地与输
入地供给需求，为已脱贫群众创造更
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抓好产业帮扶，用
好地方定点扶贫基金，用活驻军专项
帮扶资金，用实民兵致富群体扶持资
金，走开多方共建、产业富民路子；推
开消费帮扶，采取定点采购、产品外
包、协调代售等多种方式，帮助贫困地
区解决产品出不去、销不动等问题；实
施协作帮扶，协调经济发达区域驻军
跨区帮扶、定点帮建、体系帮带，助力
脱贫群众站得稳、立得住、真致富。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面对脱贫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省军区系统要认真
贯彻“四摘四不摘”要求，针对脱贫地
区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帮扶工作思
路，制定深化帮扶措施，拿出具体帮扶
办法，持续实施精准帮扶，推动全面脱
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确保贫困地
区和脱贫群众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中华
民族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我们坚
信，只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紧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上下同欲、勠
力同心，瞄准目标、砥砺前行，就一定
能够夺取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胜利。

（作者系重庆警备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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