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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尤其要加强工作第
一线的组织领导。打攻坚战的关键是人，这些年
我们在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有的
还增加了大学生村官。深度贫困是坚中之坚，打
这样的仗，就要派最能打的人，各地要在这个问
题上下大功夫。否则，有钱也不成事。要把夯实
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选好
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特别是要下决心解决软
弱涣散基层班子的问题，发挥好村党组织在脱贫
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还要依法打击村霸黑恶

势力，严防他们干扰基层政权运行。各级党政机
关要积极向贫困地区选派干部，向贫困村选派第
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让干部在脱贫攻坚中锻炼
成长。在脱贫攻坚一线工作的基层干部非常辛

苦。今年元旦我在新年贺词中专门问候他们，就
是要发出一个信号，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关
心、关爱、关注他们。要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锻
炼干部、选拔干部的重要平台。扶贫干部要真正

沉下去，扑下身子到村里干，同群众一起干，不
能蜻蜓点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神龙
见首不见尾。这方面，各级党组织和组织部门要
管好抓紧，确保第一书
记和驻村干部用心用情
用力做好帮扶工作。

——摘自习近平在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的讲话 （2017年 6月

23日）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帮扶工作

今年3月底，陕西宣布全省所有县脱贫，这其中就包
括榆林市的8个国贫县。

一个初夏的清早，记者来到榆林市。记者从该市扶
贫办得知，有一个市委扶贫驻村工作队在吴堡县宋家川
街道张家墕村帮扶。于是，记者直奔张家墕村。

“老百姓的事，一刻不能拖”

记者首先见到的是榆林市委办驻张家墕村第一书记
庞泽华。

2018年3月，庞泽华和扶贫工作队的队友们来到张家
墕村。两年多时间，他学会了当地的民歌，陕北的花儿
腔他张口就能哼，这让记者印象深刻。

庞泽华回忆说，两年前，他一到村子就为村里的情
况皱起了眉头。张家墕村地处307国道两侧，是典型的陕
北黄土丘陵沟壑区，山间地头植被稀少、黄土裸露。村
里没有主导产业，人均耕地不足 2 亩，低效农作物占比
大，对黄土地无比依恋的张家墕村人，不得不外出打
工。村里留守的大多是老弱病残，缺乏劳动能力，村里
的好多房屋破烂不堪。

“我本想着这里靠近公路，情况应该好一些，可是完
全不是想象的那样。张家墕村耕地少，别说致富了，靠
这些地解决温饱都成问题。”庞泽华说。

记者采访了张方成和张加锁两户贫困户。他们一户
是家里只有一位老人和聋哑儿子，另一户是老两口留
守，五个儿子外出打工了。

村里不少人家跟张方成和张加锁家相似。面对这样
的情况，庞泽华第一时间带领工作队走村串户，详细了
解了村民们的困难和需求。

庞泽华告诉记者：“通过了解和考察调研，我们认
为，张家墕村目前非常适合发展养鸡业。”

庞泽华时刻提醒自己：“脱贫攻坚，一天也不能耽
误；老百姓的事，一刻不能拖。”选址、修路、架电、引
水、盖鸡舍、修厂房等一系列事情，两个月时间就搞定
了。一座总投资73.95万元、占地35亩、养殖规模为3500
只鸡的散养土鸡场在张家墕村的山头上建了起来。随后
就是选鸡苗、试运行。2019 年，大规模养殖开始，当年
实现纯收入21万元。

庞泽华还和队友们为村里建起文化广场、开展河道
治理、流转土地、筹划建设养老院、加强民风建设，累
计在张家墕村投入资金近 1000万元，村子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张家墕村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每天都发
生的是实实在在的脱贫故事。‘平凡中见真情’，这是村
民们常对我们说的。”庞泽华说。

张家墕村党支部书记张丕高说：“自从庞书记来了之
后，我们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们切身感觉到环境变
了、村风变了、钱包鼓起来了。”

“产业选得准，钱没打水漂”

初夏的张家墕村，气温超过了 30℃。记者跟随工作
队队员爬上了张家墕村的一个黄土高坡。

放眼望去，蓝天白云下，硬化的马路蜿蜒着伸到村
民家门口。阳光一照，家家户户翻新的门窗、院墙格外
醒目。而在近处，山峁沟壑间，44座白墙蓝顶的现代化
鸡舍整齐分布、星星点点。

驻村工作队员高鑫鑫当起了“鸡倌”，不过，他还是
市委办的“技术特派员”。一年多的驻村经历，让高鑫鑫
变身为养殖肉鸡的专家。“现在是中午，温度高，苗鸡们
都在圈舍里休息。”高鑫鑫向记者介绍说，“养鸡最怕天
气变化，我每天很早就要起来，给它们测温度、做防
疫、上饲料。冬天时我们在鸡场里面安装取暖灯泡。”遇
到技术难题，高鑫鑫一方面向保种场、防疫部门请教，

另一方面买回相关书籍和音像资料，自己学习、琢磨透
以后再向养鸡户传授。

“我们村集体刚好有一片35亩的撂荒土地，又离农户
的聚集区比较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张丕高
说，尽管穷，可张家墕村一直就有养鸡的传统，于是
大家一合计，选准了生态效益好、市场前景可观的散
养土鸡产业。

为了保障土鸡、鸡蛋的品质，驻村工作队将从村民
处收购回来的玉米、黑豆、红枣、麸皮等加工成饲料进
行喂养。由于精细化饲养，加上环境无污染、鸡苗成活
率高，肉鸡和鸡蛋品质较好，因此产品销售供不应求。

在村委办公室里，庞泽华给记者看了一段视频，那

是村民们分红的场面。
“合作社给咱分红了！”2019年 12月 12日中午 13时，

村民们齐聚在村里新修的文化广场上，妇女们兴高采烈
地闹起了秧歌，侧边桌子上一捆捆红艳艳的钞票扎得整
整齐齐。

14时整，分红大会正式开始。庞泽华扯开嗓门：“建
档立卡贫困户张翠梅，分红500元；张润平配合村里开展
土地流转，奖励500元……”

“来了来了！”张翠梅一边回答着，一边跑到分红台
前，签字、领钱、数钱，一气呵成。“你们真行，才一
年的功夫，鸡场就挣钱了！”张翠梅说着高兴地把钱揣
进兜里。

今年 1 月 19 日，土鸡场收益进行了第二次分红，分
红 7.88 万元。两次分红合计 16.19 万元，占到收益的
77%。与此同时，土鸡场充分发挥带贫益贫效益，为6户
贫困户每户免费修建标准化鸡舍 1 间，发放土鸡 50 只，
带动贫困户养鸡300只。产出鸡蛋后，如果贫困户没有销
路，可交由养鸡场包销。同时，养鸡场还雇佣建档立卡
贫困户3人。

49 岁的张周平是村里的 6 户养鸡户之一。“一年前，
听说村里给贫困户免费修鸡舍、送鸡苗，我就响应工作
队的号召，将家里的一处荒废老宅子利用起来养了 50只
鸡，每天只要喂两次纯粮食饲料，也不影响种地。通过
养鸡，我增收了5000多元。”张周平乐滋滋地说。

“这个养鸡产业选得准，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齐心
协力，投入的钱没有打水漂。”庞泽华非常激动地告诉
记者。

“生活有保障，日子有奔头儿”

张加锁老人今年 73岁，去年脱了贫。记者走进他家
院子，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种着些常见蔬菜。

老人牙齿洁白，口音比较重。他说，“这几年多亏了
工作队，我们村才有了现在这个样。工作队给村里装了
路灯，一到晚上明晃晃的，跟白天似的。”

村里修了广场后，一到下午6点多，张加锁老两口就
去广场上锻炼，8 点多回家把电视一看。“生活有保障，
日子有奔头儿。”张加锁说。

工作队还把以前的卫生院修建成了“幸福院”，65
周岁以上老人，如果不想做饭，花 2 块钱就可以到这里
吃顿饭。

“山上没建养鸡场前，我们就没有分过红。村里
还准备在山上把地推平种花椒树，又计划在沟里把
水聚起来，夏天可以游泳划船，冬天可以滑冰。”张
加锁说。

张加锁老人介绍的扶贫项目，就是村里正在启动的
土地流转后计划要建设的花椒种植项目。在庞泽华带领
下，记者登上了村里的一个高土坡，庞泽华介绍说：“我
们计划尽可能多地流转出山地，全部种效益好的花椒，
不再种收益低的山枣树。”

庞泽华又带记者参观了返季节蔬菜大棚，里面种植
的芝麻香瓜、吊藤小西瓜等青翠欲滴，成熟在望。

村里还引进了光伏发电。记者看到，占地 16亩、发
电量为200千瓦的光伏发电站在阳光下熠熠闪光，目前已
经给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

张 家 墕 村 集 体 合 作 社 的 “ 家 底 ” 正 变 得 越 来 越
厚实。

“自村里引进扶贫项目来，我进行土地流转有收入，
还能得到村集体分红，感谢驻村工作队的真心帮扶！”村
民王玉林说。就在去年夏天，王玉林分到了500元的光伏
发电红利。女儿顺利考上大学，驻村工作队帮她申请到
了 3000 元助学金，并联系爱心企业家为她资助 3000 元。
村里今年考上大学的5名学生都得到了资助。

村民生活遇到困难，庞泽华会热心帮忙。
村民张长大失聪，却又舍不得花钱买助听器，于

是，庞泽华与市、县残联对接，为张长大申请到了一副
助听器，让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生活更加方便。

村民张生维一直有慢性病，但因为没有住院而无法
办理慢性病医保。庞泽华又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他办
理了慢性病医保。

贫困户王奶春在外地做家政，他主动对接雇主，完
善务工证明资料，为她申请劳务奖补5000元。

贫困户张尚兵的外孙子在榆林上学，遇到困难需要
帮忙，他也积极联系，努力协调解决。

今年初，村民们将一面锦旗送给庞泽华，锦旗上写
到：“扶贫济困暖民心，一心为民办实事”。这是村民发
自内心的话，也是扶贫工作队的真实写照。

1 月 28 日清晨，四川广元，首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即将启程。一位丈夫向大巴车上的
妻子大喊：“赵英明，你平安回来，平安回来
老子包一年的家务！”车上，妻子凝睇窗外，微
微颔首，尔后别过脸去，不敢再看向丈夫。车
下，丈夫闪烁着眼睛，眼眶泛红，对着镜头哽咽
着说道：“我老婆，希望她平安回来”。

车上的妻子赵英明，是广元市第一人民
医院呼吸科的护师。深爱她的丈夫名叫蒋昊
峻，是两家美发店的老板。“包一年的家
务”，这句最美情话，令夫妇俩在网络走红。

疫情期间，夫妇俩一人在前线与病毒殊
死搏斗，一人在后方照顾家庭。抗疫归来
后，两人又拿出网友的七八百元打赏和自己
的一点零钱，为广元旺苍县的贫困老人送去
米、油等生活物资，“这是网友们的一片心
意，我们想要传递下去。”

1 月 24 日，四川省委下发驰援武汉的通
知，赵英明作为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
科的护师，在被抽调的范围之内。

“我在呼吸内科工作了七八年，又是一名
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正是国家需要我的时
候，我觉得自己必须冲在前头。”疫情紧迫，
赵英明“容不得多考虑”，第一时间报上了自
己的名字。

理解和支持，是家人给她的坚强后盾。
一开始，当听说赵英明“没和家人商量”，先
斩后奏地报了名，蒋昊峻忍不住和妻子争论
了几句。但其实，以蒋昊峻对赵英明的了
解，在看到驰援武汉的通知时，就有预感赵
英明会参加：“遇到这种事情她肯定会上。”
只不过“看着自己的妻子上战场，心里真的
五味杂陈”。

离别时，他们心底里都明白：这是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甚至可能“有去无回”。
出于纪念，蒋昊峻将赵英明出发前的视频拍
下来，传到了网上。尔后，他告诉儿子：

“妈妈去很远的地方和叫做冠状病毒的怪兽
作战了”。

赵英明支援武汉后，蒋昊峻的时间一分
为二：一半留给儿子和家务，另一半用来等

候赵英明的消息。
每天报平安，是蒋昊峻与妻子不变的约

定。“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都没有复工，
我的作息时间跟老婆的工作的时间几乎同
步了”。

有时，赵英明凌晨四点上班，蒋昊峻就
在凌晨 3 点时给赵英明发消息：“注意防
护”。有时，赵英明凌晨四五点才下班，蒋昊
峻就守到她下班之后，叮嘱“好好休息”。

“她几点下班，我就几点睡觉。”蒋昊峻说，
“她不下班，我根本睡不着。听到她报平安之
后，才能松口气。”

“他就是担心我。”谈到丈夫蒋昊峻，赵
英明心疼地说：“都瘦了五六斤。”

2 月 14 日情人节，赵英明还收到了一份
浪漫的礼物。由于每天在 ICU 病房工作 6 小

时以上，赵英明的脸被口罩勒出深深的印
子，这让蒋昊峻十分心疼。于是，蒋昊峻将
面膜、护手霜等护肤用品邮寄给了远在江城
的赵英明。“在工作方面，她确实比我优秀，
但是在我心中，她还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蒋昊峻说。

4 月 3 日，赵英明隔离结束，正式完成
支援湖北任务，平安归来。经历过“生离死
别”一般的体验，蒋昊峻感觉“简直比结婚
还要高兴”。

分别的时间里，蒋昊峻不但鼓励和支持
了赵英明，还在广元市开展义务理发活动。
疫情期间，驰援武汉的医生理发困难。蒋昊
峻就让朋友组织一些医生来店里，免费为他
们理发。另外，蒋昊峻有时还会驱车前往小
村子，给孤寡老人理发。一位医生朋友问蒋

昊峻：“兄弟，疫情期间，你不怕吗？”蒋昊
峻回答：“你们不怕，我怕什么？”

重聚之后，他们开通了直播，不少网友
在他们的直播间里打赏。赵英明和蒋昊峻觉
得“受之有愧”，当了解到旺苍县麻英村有许
多贫困老人时，夫妇俩决定将网友打赏的钱
连同自己的零钱，共计1000多元，用来给老
人买米面、牛奶、洗发水等生活物资。

在一位残疾老人的家里，老人紧紧握住
了蒋昊峻的双手，用特别真诚的眼神看着蒋
昊峻，说：“谢谢你们。”“我觉得什么都值
了。”蒋昊峻鼻子一酸：“帮助别人得到的快
乐是钱买不到的，我感受到了心灵的净化。”

经历了此次疫情，赵英明感慨：“我要告
诉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恪尽职守、助人为乐
的人。把本职工作做好，然后心地善良、心
存感恩地去帮助别人，这是疫情之后我的人
生信条。”

陕北张家墕村脱贫见闻录
本报记者 陆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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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小夫妻的爱情感悟——

做一个恪尽职守助人为乐的人
朱润华 孙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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