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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6日，井岡山市委書
記劉洪在脫貧新聞發佈會上說：
「此時此刻，我是現場最幸福的
人。」他又指，井岡山革命老區追
隨毛主席、追隨共產黨參加紅軍的
有18萬多人，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
5 萬餘名，都曾為中國革命作出巨
大犧牲和貢獻。讓老區人民過上幸
福生活，是革命先輩的未償夙願，
更是國家的莊嚴承諾。

窮而不通 趕集往返需四小時
江西茅坪鄉境內的神山村，現
住有 54 戶共 231 人，脫貧戶 20 戶
共 49 人。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到
該村視察，時隔不到一年，香港
文匯報記者再次走進這座村莊，
小橋流水民屋愈發精緻，村民們
在攤位前忙着整理土特產，如織
遊人一邊品嚐美食，一邊打聽習
近平當年在此生活的趣事。
此番熱鬧，讓神山村黨支部第
一書記陳學林感慨：「這裡以前
處處是土坯房，只有一條羊腸小
道與外界相連，村民們趕集要往
返四個小時的山路，許多貧困戶
家裡的年輕人連找對象都很難。
有因病、因災、
因缺乏勞動力
致貧；有的
村民想致

致富能手
亮相全國人大

「神山村村民脫貧後的生活
變化用一句話總結就是：粑粑
越打越黏，生活越過越甜」，全
國人大代表、紅軍烈士後代、井
岡山茅坪鄉神山村村民左香雲在今
年全國兩會的首場「代表通道」集
體採訪時說道。他稱，第一次當全
國人大代表，感覺「像做夢一
樣」，代表的是整個神山村，代表
井岡山已經脫貧的老百姓。
據悉，左香雲在村裡從事竹筒
加工，研發神山竹酒，利用改
造後的房子開辦農家樂，一
年純收入增加十多萬元。
今年初，神山村成立了
旅遊協會，左香雲
被推舉為會

富卻缺路子；有的村民『等着
扶、躺着要』。」
他續說：「習總書記在村裡說
的『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
讓大家興奮又着急。

耐心溝通 拒絕「發錢」來扶懶
大家在商量後確定以『合作社+
基地+貧困戶』模式，發展黃桃、
茶葉種植，通過產業扶持、協調部
門籌集、發動社會捐助為每戶貧困
戶籌集 2.2 萬元（人民幣，下同）
入股資金；對非貧困戶，則鼓勵以
資金和土地流轉兩種方式入股。沒
想到，第一次村民代表大會時，村
民們問『入啥股？把錢直接給我們
不是一樣扶貧嗎？』『入了股誰來
保證有按期分紅？』『土地是我們
的根，都流轉出去了，我們以後吃
啥喝啥？』一方面，我們給大家耐
心解釋，算未來收益入賬；另一方
面，對村民簽約入股進行現場公
證。」
「這股入得真好，入得及時，入
得我們蠻高興。當年底，我就領到
了1,500元股金分紅。去年，政府補
貼、醫療保險、養老金、低保金、
兒子在合作社的工資、入股分紅，
收入有18,000多元。要是窮人家小
孩唸書，還有政策扶持和補貼。」
75歲的左細英開心地說道。

心懷三農 要做村民身邊人
走在神山村，遇見陳學林，年長
者打招呼道「小陳子」，年幼者則
稱之為「陳書記」。在左細英家小
坐時，她拿起刀準備切西瓜，陳學
林則趕緊起身阻攔，雙方僵持不

下，不料卻被一旁的兒子搶過刀將
西瓜切好。老人家說：「我是陳書
記的幫扶對象，我年紀大，兒子是
聾啞人，從來沒有想到能過上跟退
休一樣的日子。」
陳學林笑言：「滿滿感動，覺得
自己的付出是值得。早年勸村民們
將房屋外裝統一為廬陵風格、入股
參加合作社時，我們黨員幹部分成
好幾批，天天上門『轟炸』，磨嘴
皮子，說些貼心話，弄得村民們也
沒轍了。所以說，在基層工作，心
裡一定要有群眾。」
由江西省農業廳選派至新城鎮
排頭村擔任第一書記的羅軍元深
有同感。「在上任前，我們領導
在送行之前勉勵道『在基層工
作，與群眾打成一片，將是你們
人生的一筆財富』。我的父親也
是一位老村支書。他告誡我，不
要以為自己是省城來的，就高高
在上，做得不好，老百姓照樣不
會待見。從進村開始，我就學方
言，和大家一起幹農活。熟悉之
後，有村民打趣我『剛來的時
候，穿着襯衫，白白淨淨的，一
看就是大城市來的，現在皮膚黑
黑的，和農民沒兩樣！』」
神山村是井岡山脫貧退出的一
個縮影。2017年2月，井岡山迎來
重大歷史時刻，貧困發生率降至
0.42%，低於國家 2%的標準，根
據國務院扶貧辦意見，江西省政
府決定，批准井岡山脫貧退出。
井岡山也將脫貧致富歷程總結為
「十道坎」（見表），為廣大
「老少邊窮」地區提供了一個可
供借鑒的井岡山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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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井岡山神山村
村民左香雲在全國人大代表通道
上就脫貧經驗答問。 網上圖片
長。他說，作為一名全國人大
代表，要把總書記的殷切期
望、把老一輩革命先輩的奮
鬥精神，轉化為發展的動
力，再加把勁，努力和
全村人一起致富奔
小康。

井岡山扶貧經驗
據悉，井岡山市貧困發生率（另稱貧困人口
比重指數，是指生活在貧困標準以下的人口
佔全部人口的比重）由 2014 年初的 13.8%，
2016 年底降至 1.6%，再降至 2017 年底的
0.42%。井岡山市脫貧樣本分析如下：

扶貧十道坎
第一道坎
為脫貧攻堅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組織保證和
作風保證。
堅持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抓扶貧和黨政同責，全
面壓實各級黨委和政府的主體責任，形成了五級
書記一起抓、一級帶着一級幹的生動局面。

第二道坎
貴在精準，識真貧、真貧扶。
按照「村內最窮、鄉鎮平衡、市級把關、群
眾公認」的原則，創新提出把貧困程度較深
的作為紅卡戶，貧困程度一般的作為藍卡
戶，2014 年已脫貧貧困戶作為黃卡戶，做到
陽光操作、精準分類，並建檔立卡。規定購
買了消費型小轎車、在城區購房、建豪宅、
國家公職人員、經商辦企業「五類人員」一
律不進。建檔立卡「回頭看」，「基本信息
卡、幫扶記錄卡、政策明白卡、收益登記
卡」合一，確保「貧困在庫、脫貧出庫」。

第三道坎
扶貧先扶志，志智雙扶，激發貧困地區和貧
困群眾內生動力。
全面推進志智雙扶工程，實行「幹部包聯、
典型示範、幫帶扶持、考核激勵、評議促
動」五步互動，從貧困群眾思想切入，激發
他們樹立自己與貧困作決斷的信心和決心。

第四道坎
因地制宜，培育旅遊、茶竹果產業，走上生
態富裕之路。

第五道坎
按照「四個模式、五個一點」的辦法，幫助
貧困戶告別土坯房。
四個模式：拆舊建新、維修加固、移民搬
遷、政府代建。
五個一點： 政府補一點、群眾出一點、社會
捐一點、銀行貸一點、扶貧資金
給一點。

第六道坎
運用「政策疊加+重點幫扶」組合拳，向最困
難、最弱勢的群體伸出有力援手。

第七道坎
變「輸血」為「造血」，推行資源變資產、
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模式。

第八道坎
堅持大扶貧格局，把錢用到刀刃上
整合農林水、交通、國土等項目資金，設立
基金撬動擔保貸款、產業保險，爭取社會支
持三路並進，形成「多個渠道引水、一個龍
頭放水」的扶貧投入新格局。

第九道坎
堅持動力、導向、責任、政策、標準五個
「不脫」，鞏固脫貧成果。

第十道坎

「想跟女兒說
『對不起』
」
駐村扶貧，缺不了基層幹部家人
的支持。羅軍元在排頭村開展「微
心願送溫暖」活動，卻無法滿足女
兒的小心願——「和別的小朋友一
樣，有爸爸到幼兒園接自己回
家」。他動情地說：「我們一家分
隔三地，女兒是我父母幫忙帶，妻
子在外地工作，最忙的時候，我們
好幾個月才能團聚一次，現在好些
了，真的要謝謝父母和妻子的支
持，要跟女兒說聲對不起。」

一心扶貧難兼顧
提及此話題，陳學林沉思了一會
兒，才說「高考第一天，我將女兒
送至學校，就一心趕回村裡辦公。
哪曉得，她全身都淋濕了，連續幾
個小時坐在電風扇下吹，又要高度
緊張做題，下午直接發高燒。結
果，錄取學校不如預想中的好。我
們之間也從未說過這個，很怕讓她
再難過。」

老表感恩：不似親人 勝似親人
「我有一個傻兒子，我有一個傻兒
媳婦，但有一個乾兒子是書記！」排
頭村村民謝秋香說，第一書記羅軍元
發動省城的同事捐款幫忙修繕圍牆、
自掏腰包給孫女買奶粉，不是親人卻
勝似親人。
對此，井岡山市委常委、農工部部長
巫太明稱：「井岡山是老區，老表很淳
樸，很感恩，對我們的工作很是認可。
我們的黨員幹部幾乎每個人都有了鄉下
『親戚』。我有一次下基層的時候，看

到老表門口貼了一副春聯『翻身不忘共
產黨，脫貧不忘習主席』，真的很激
動！」
他還說，2015 年，精準扶貧上升為國
家戰略，井岡山組織 3,000 名黨員幹部
駐村幫扶；2016 年，提出將脫貧攻堅作
為第一號工程和頭號政治任務來抓。經
過這些年，井岡山的黨員幹部得到了歷
練，群眾的物質生活、精神面貌得到很
大改善，幹群關係也變得更加融洽，已
形成良性循環。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強化扶貧領域監督執紀
問責。

具體執行過程
「有能力」的
「扶起來」，實現家家有致富產業。
「扶不了」的「帶起來」，實現個個有資產性收益。
「帶不了」的
「保起來」，實現人人有兜底保障。
「住不了」的
「建起來」，實現戶戶有安居住房。
「建好了」的
「靚起來」，實現村村有面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