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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不松劲，脱贫产业不掉链

“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晴。”面对
疫情，九万大山深处的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玉马
村开始了别样春耕。

2月 17日大清早，七八个村民一队，测体温、
戴口罩，扛起锄头走进油茶田，挖土的、锄草
的、清沟的，有序忙活起来。

驻村第一书记韦仕盼边挥锹边提醒大家：“再
远些，干活要拉开2米喽。口罩不能摘……”

“农时不等人。再有半个月油茶就该种了，地
整不好，一误就是一年呢！”韦仕盼坦言，往年春
耕，一去几十号人，今年只能是小分队。“不怕
慢，就怕站。这不，抢了十多天，打算种的500亩
地备好一半了！”

“山高坡陡石头多，种一坡才收一箩。”村党总
支书记王存纯介绍，过去没产业，810 户人家的寨
子，5年前贫困户就有253户。贫困赶不走，小康进不
来。这个深山苗寨，成了县里最难啃的硬骨头。

产业找对头，脱贫有奔头。集中帮扶，玉马
村发展起油茶、茶叶：整地修渠，改良新品种，
引进新技术……几年时间，发展起 600 亩高产油
茶、2600 亩茶园。大石山绿了，油茶亩产过万
元，茶叶达到六七千元，村里贫困发生率也从
34.1%降到7.3%。

今年脱贫任务怎么收官？
韦仕盼信心满满，一本脱贫账早就烂熟于

心：“剩下的59户，其中43户主要靠产业扶贫，9户
实施危房改造，7户政策兜底，7月份能全部脱贫。”

疫情发生后，韦仕盼和村干部工作量大了不
少，全村 420名返乡人员，5个防疫点，每天都要
查一遍，“再累、再难，脱贫产业也不能掉链，这
是咱好不容易建起的‘绿色银行’。”

刚接完个电话，韦仕盼给大家带来好消息：
“县里免费的油茶苗备齐了，下周就能分批拉进
村；今年油茶补贴不变；还有，镇里的茶厂全部
复工了，过几天就进村收购茶青了。”

脱贫根本靠产业。在全国，还剩下 52 个贫困
县未摘帽，551万农村贫困人口未脱贫。攻克最后
堡垒，各地各部门频出产业发展实招：

优供给，发展生产促增收。有关部门加大农
资供应力度，发展庭院经济和“菜篮子”等短平快产
品，增加贫困群众收入。受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贫
困户，扶贫小额信贷最长可延期6个月还款。

畅渠道，化解农产品销售难题。农业农村部
通知要求，拓展销售渠道、畅通物流通道、促进
网络销售，开展消费扶贫专项行动。阿里巴巴发
布“爱心助农”计划，5 天时间，淘宝天猫售出
1.2 万吨滞销蔬菜水果。拼多多设置 5 亿元专项农
产品补贴和每单2元的快递补贴，帮助解决疫情期
间农产品产销对接问题。

对症下药稳“饭碗”，硬措施化
解新难题

“感谢工作队，后天包车送我们去珠海复
工。”2月 16日，云南省怒江傈傈族自治州兰坪县
花坪村贫困户余冉朵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今年 25 岁的余冉朵，父亲有病干不了重活，
全家的担子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没想到遇到疫情，打工出不去了。”1月16日
返乡后，余冉朵就一直着急上火，甚至将自己的
微信名改成了“起程”，盼着能早点回珠海复工。

据统计，受这次疫情影响，春节后怒江州近2
万名返乡务工人员没能及时返回就业。

对症下药解难题，怒江组建了若干支“背包

工作队”，他们用脚下的泥、衣上的灰、身上的
汗、心中的情，换来贫困群众脸上的笑。

兰坪县兔峨乡党委书记杨子昌是乡背包工作
队队长。如何为贫困户多找“饭碗”成了眼下他
的工作重点。

打电话、找信息，杨子昌积极与对口帮扶的
劳务输入地珠海联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包
车护送打工者复工。截至2月15日，全乡有265人
报名复工。

“今年脱贫，没问题！”即将启程的余冉朵说
话很有底气：“乡里给我们一家三口全找了活干，
我在包装厂上班，父亲当清洁工，母亲在面包厂
上班，全家一个月收入1万多元。”

“这几天，天天都有收获。这不，刚谈妥了一
家企业到乡里种构树，这下又能安排部分贫困户
就业了。贡菜基地开工，也能安排几个临时工。”
杨子昌如数家珍。他说，每安排一个工作岗位，
就多一份成就感。

对如期完成剩余脱贫任务，杨子昌很有信
心：“全乡还有3个贫困村、1600多人未脱贫。‘两
不愁三保障’已基本实现，收入没达标的 69 户，
采取一户一策，譬如，安排公益岗位，低保兜
底，等等。脱贫，一户都不会落下！”

国务院扶贫办调度分析显示，当前疫情对贫
困人口务工增收产生了一定影响。对症下药稳

“饭碗”，各地各部门按照“分批有序错峰”要
求，优先组织贫困劳动力返程返岗和外出务工。

精准施策，让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云南省
镇雄县对县外务工的 46.5 万人监测分析，分类施
策开展就业信息服务，发布5万个就业岗位招聘信
息，统一包车，安排医务人员全程护送，让务工
人员安全出家门、进厂门。

造更多“饭碗”，让贫困家庭能就业、稳收
入。海南开发镇村防疫消毒、社区巡查、卡点值
守等疫情防控扶贫公益岗位，优先选聘贫困家庭
劳动力上岗，用工比例不低于60%。

组织扶贫车间、扶贫企业复产。厦门已在甘
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开办216家扶贫车间。河南西平
县委书记聂晓光介绍，全县已有143家扶贫企业有
序恢复生产，带动1437户贫困户就业。

双线作战，凝聚脱贫攻坚合力

2月 14日晚，春雨淅淅沥沥，黄玉光顶着雨，又
在夜色中赶回村委会。作为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清
溪村的第一书记，一开年就“两根线”绷得紧紧的。

做好疫情防控，村干部上门动员不外出、不
串门、不集会，一连去好几家都碰了“软钉子”：

“盖新房哪有不庆祝的……”
受疫情影响，村里的脱贫战场上也“告急”：

贫困户吴华清开的理发店没法正常营业；贫困户
张素平外出务工的计划落了空；贫困户罗平玉家
的18亩脐橙，没人指导技术了……

“疫情防控不断档，脱贫攻坚不停顿，两手
抓、两手硬！”赣县区委书记胡晓平说，结合挂点
扶贫将全区划分成 27个作战片区，统筹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工作。

疫情是战场，也是考场。黄玉光迎难而上，
双线作战终于打开局面：说动了村民，17 场宴
席、5 场庙会全部取消；扶贫工作队把农技员

“请”进了村务微信群，随问随答；有就业意向
的，逐一登记在册，就近介绍工作岗位。

“村道上，静悄悄，微信群里好热闹。”2月13
日一早，清溪村贫困户罗平玉感慨。

“少华老师，这两天下雨，脐橙怎么管护？”
5 分钟不到，镇果技站站长黄少华就给出答

案：要及时开沟排水，注意黄龙病防控工作。黄
少华还不忘@其他几个脐橙种植户，一番问答，罗
平玉的难题解开了。

“一朵茶树菇，为清溪村撑开致富伞。”村务
微信群里，不少村民关心茶树菇技术。去年村里
举办培训班，村民踊跃报名。可现在不能集中开
会了，村里另辟蹊径把培训班“搬”到了微信
群，农技员找来种植短视频，一早一晚时间不间
断播放。

小小微信群，作用越来越大。近半个月来，
清溪村通过微信群解决了产业种植、农副产品销
售、农资采购等问题16个。

双线作战，帮手越来越多。“这些天你们辛苦
了，现在换我们上阵吧。”连续好几天，村里的体
温监测点上，不少贫困户争相来当志愿者。

在清溪村的脱贫计划上，黄玉光写道，“大事
难事面前，干部和群众一起加油干，有这样的干
劲，如期脱贫不再难！”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
分析，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这次疫情对脱贫
攻坚影响是暂时的、局部的，不会改变脱贫总体
进程。全国贫困发生率超过 1%的 7 个省份，包括
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
受此次疫情影响均较轻。

“疫情主要影响部分贫困家庭收入，对‘两不
愁三保障’的影响不大。”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
研究院院长汪三贵也这样认为。

决胜脱贫攻坚战，保障更有力。如今，“四梁
八柱”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专项扶贫、行业扶
贫、社会扶贫形成“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投
入更给力。在去年过万亿元扶贫资金投入基础
上，今年继续增加。“五级书记”抓扶贫，一级抓
一级，一纸纸“军令状”，对52个贫困县、1113个
贫困村进行挂牌督战。

脱贫攻坚，关键在人。从“西海固”到西南
边陲，从乌蒙山区到秦巴腹地，278 万名驻村干
部、43.5万名第一书记奋战在脱贫一线。他们把责
任扛在肩上，对标脱贫标准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
心。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纳云德的
话掷地有声：“如期脱贫，咱肯定能！”

如期脱贫，咱肯定能！
本报记者 赵永平 高云才 顾仲阳 常 钦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已经到了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

我们的敌人——新型冠状病毒，很狡
猾：潜伏期患者具有感染性，无症状患者也
有感染性，某些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持续排
毒时间较长。但在全国上下同心战“疫”的
努力之下，疫情形势出现了积极变化。病毒
的基因序列已经查清，科研人员正夜以继日
地研发疫苗、临床救治药物；诊疗方案已经
升级到了第五版，新的诊疗经验、方法和理
念被及时纳入……当全国的医疗资源调配起
来，当各地的社区力量动员起来，当群防群
控的机制建立起来，病毒就猖獗不起来了。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要警惕冠状
病毒，也要警惕“官状病毒”。感染上此种病
毒的“病人”，往往有一定职权，他们在抗击
疫情过程中，不作为、不得力、不称职、不
尽责，工作落实在填表上，指挥体现在发文
上，行动反映在口号上。

兵临城下了，发一堆表格，让工作人员
从早填到晚，内容相差无几，却没有一个文
件、一个部门帮乡镇解决急需的哪怕一个口
罩、一瓶消毒水。

火烧眉毛了，开个动员会，还能长篇大
论，宣读最新文件、政策，嘴上喊着加油鼓
劲，却提供不了医护人员急需的哪怕一件防
护服、一个护目镜。

这不是形式主义是什么？这不是官僚主
义是什么！

更有甚者，当了逃兵。
湖南省张家界市疾控中心李文杰，在获

悉该市出现一例确诊病例后，害怕自己及家
人被感染，遂从单位取走个人护照，擅离职
守、临阵脱逃，携家人乘飞机到泰国躲避。

还有人糊涂颟顸。
面对中央指导组有关防控疫情的询问，

湖北省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一问三不
知，连当地最基本的防疫情况都不掌握。

能指望这种干部，落实应对策略？能期
待这种干部，扎牢防控阵线？显然不能!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大考验面
前，更能考察识别干部。对表现突出的，要
给予表扬表彰、大胆使用；对作风飘浮、敷

衍塞责、推诿扯皮的，要严肃问责。这样，
才能让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
线，而不是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来
给基层增加负担、消耗基层干部的抗疫精力。

近日来，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各级干部
大力推动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人民解放
军、广大医疗和科技工作者日夜兼程，接续
奋斗，不断给新冠肺炎患者带来福音。与此
同时，越来越多有责任有担当、经得住考
验、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的干
部得到锻炼，受到提拔，更有一些干部因防
疫不力、推诿扯皮、消极应付等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被问责。这说明，级别不是挡
箭牌，也不是防火墙。中央在此释放出强烈的
信号：面对疫情，各级党员干部责无旁贷，必须
践行初心使命，交出合格答卷。在防控疫情中
谁不担当、谁不作为、谁乱作为，不管什么级
别，必将受到严肃查处、毫不姑息。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确保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既是一次大
战，也是一次大考。

看！战役已经打响了，不管对冠状病毒，
还是对“官状病毒”。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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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武汉，义不容辞！”1月 23日，华中科技大学德国校友
会决定采购一批医疗物资驰援武汉。

经过比较，校友们锁定了一家专业医药防护企业，拟采购100
万元人民币左右的物资。

1 月 24 日，校友会会长叶继文和副会长徐涛从法兰克福驱车
300多公里来到了这家医药工厂，谈好订单，交了定金。

没想到，1 月 25 日德国供应方变卦，发来邮件表示：订单取
消，付款退还。

“家乡急用，这哪儿成！走，我们去拦货！”徐涛再次赶往工厂。这
天是周六，一直到下午3点多，他终于见到一位加班的工作人员。

徐涛上前交涉，对方很不耐烦：“撤回订购是老板的决定，不
能更改，而且德国也有爆发疫情的风险。”

情急之下，徐涛掏出手机，播放了一则短视频。视频里，华
科附属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除夕依然奋战在抗疫一线……

还没看完视频，对方表情发生了变化，立马拨通老板电话。
1月 26日下午，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德国公司提供总计 35万

欧元货物。
校友会一个20多人的小组马不停蹄对接湖北各医院需求。最

终，这批货物分7趟航班送达湖北的16个城市88家医院。

这段视频，连老外也动容
本报记者 叶 子

老家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昌仁医院物资告急。
西班牙华侨刘荣玲好不容易筹集了一批口罩，可送回国又成

了问题：快递停运了！航班取消了！
无奈之下，她通过老家的媒体求援。

“巴塞罗那还能买到机票，我可以取消行程，带口罩回国！”
看到求助信息后，正在巴塞罗那旅游的一位中国游客回复说。留
言附有联系方式，署名“张姑娘”。

马上又来了新问题：物资在阿利坎特，距离张姑娘所在的巴
塞罗那500多公里，怎么办？

这时，另一位籍贯黄山的西班牙华侨自告奋勇：“不就是坐7
个小时的大巴车嘛！我来！”

见上面时，已是深夜，这位华侨把口罩交到张姑娘手上。两
人没来得及互留姓名，匆忙告别。

张姑娘回国行程并不顺利，行李托运了，可航班却取消了；
待取回行李，又接通知：“航班正常起飞！”从巴塞罗那到多哈，
再从多哈到北京，从北京到南京，辗转近1万公里。

在南京落地，一打开手机，张姑娘就收到消息：“单位临时有
事，今晚赶回杭州。”

她犯愁了——医院等着救急，这可咋办？
她用上了刘荣玲的老办法——发信求助。求助信息很快收到多

方回复：南京市黄山商会、南京高铁站派出所、黄山北站派出所……
一大批爱心网友，都加入到接力中。不到一天，口罩顺利到达黄山市。

署名“张姑娘”
赵俊燕

聂辉旅美多年，湖北黄冈人。
这些天，有关老家疫情的信息，搞得她茶饭不思：“必须购买

防疫物资，捐给家乡。”她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联系医疗物资
供应商，可答复均是“缺货”“缺货”“缺货”。

她急得不停地拍脑门。一段模糊记忆倏然从脑海划过：多年前一
个场合，聂辉认识了一位口罩生产商，二人短暂寒暄，互留名片……

对，名片！聂辉马上搬出家里所有的储物柜，逐一搜索。几
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那张旧名片。

她迫不及待拿起电话。通了，通了，电话通了。太幸运了，
对方说还有一些存货，都是N95医用口罩。

聂辉高兴地跳了起来，她完全没有发觉，为了这张名片，平
日里整洁的家，已被她搞得一片狼藉。

供货商有了，为了尽可能多地买到物资，聂辉找到她所在的
北卡华人学者中美交流协会，并与当地最大华人组织——北卡华
人联合会一起，联合募捐。

让她没想到的是，募捐消息传开后，各方纷纷响应：口罩供
货商打来电话，主动提出降价；中国驻美大使馆、北美华人捐物
小组、中国航空、海南航
空等帮助协调承担货运事
宜；长沙和北京海关积极
放行；德邦和京东物流国
内段全程免费运送……

一张压在箱底的旧名片
杨 堃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控疫情控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