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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诸玲珍

脱贫攻坚工信楷模
实干暖民心 扶贫见真情

——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医院党委书记李峰

三载扶贫路 一生苗山情
——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西北工业大学学生处方原

2018年8月，从三秦大地到八桂大地，在
城市里长大的学生处业务主管方原，响应西
北工业大学党委的号召，奔赴广西壮族自治
区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江竹村，担任起了
村党组织第一书记。

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习近平总书
记在梁家河奋斗的故事，激励着方原投身到
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之中。

为民办事扶真贫

江竹村地处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
安太乡，距离县城60公里，是少数民族村寨，
主要为壮、苗族居住。全村395户1435人，其
中贫困户 167 户 632 人，贫困发生率 42.6%。
同融水县绝大部分地区一样，那里是“九山半
水半田”风貌。

刚到江竹村的时候，方原住在村民家的
吊脚木楼，楼下是猪棚、马圈，楼旁有牛棚，
屋里主人养猫养狗，楼顶清早公鸡打鸣，楼
外池塘里禾花鲤游动，完全一派“田园风
光”。南方潮湿的天气令他很不习惯，南风
天时，屋内地面湿滑，活动稍不注意，就容易

“一字马”劈叉。晾晒的衣物总是半干半湿，
身上湿气重，总感觉体乏无力，拔一次火罐
全是紫黑紫黑的毒气。潮湿多雨的环境让
这个生长在干燥暖热环境下的西北汉子感
到“水土不服”。

陌生的环境如何适应，纷繁的工作如何
破局？“脚下沾满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真
情。”方原每天爬坡走巷了解村情，组织村、屯
干部，村内有威望的老人座谈交流。两个月
后，随着他对江竹村基本情况的初步了解，工
作脉络也渐渐清晰起来。

“要想富，先修路”。刚到江竹村的一天，
方原在从村部返回宿舍的路上，一位陌生的
阿哥拦下了他，神情严肃地说道：“你是新来

的第一书记吧，来了可不能光吃饭不干活
呀！啥时候能把村里的产业路修好？”听了
阿哥的话，方原内心有些委屈，自己刚来，
怎么就落了个“光吃饭不干活”的名声。转
念一想，这位阿哥之前对自己还不了解，这
番话应当是内心对西工大人帮助村里早日
修建产业路的期盼。

2019年4月，经过大家多年的努力，江
竹村两条生产路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约
1400 万元。道路开始修了，村民脸上笑
了。4月23日是方原的生日，晚上他忙完入
户工作返回村部，十余位村干部和村民正
在那里等着。他们给方原举行了一个俭朴
而温馨的生日聚会。那位之前让他“不能
光吃饭”的阿哥连连称赞西工大好、称赞党
的扶贫政策好。

“把群众的诉求放到心上，想办法为江
竹村多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增进民生
福祉是脱贫攻坚的根本目的。”扶贫工作中
的点点滴滴时刻提醒着方原。

近年来，针对群众生产生活迫切需要
解决的困难，方原和历任驻村书记一道，调
动多方人力、财力和资源，在江竹村建设了
综合事务中心，开展一站式办公。村两委、
第一书记主动上门为行动不便群众开展服
务。江竹村活动中心内的医务室、儿童之
家、老年活动中心、电商中心、健身角也相
继建成。方原还组织西工大医院赴江竹村
义诊，组织大学生关爱留守儿童社会实践，
开展大学生与贫困户子女结对帮扶活动，
组织“八一”退伍军人座谈慰问。2017年到
2020年，共协调资金2036万元，建设太阳能

路灯、巷道硬化、水利设施、文体活动场所等
项目30项。

发展产业真扶贫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方原深知，江
竹村要真正脱贫，必须有产业造血能力。旅
游兴村、产业富民是必由之路。

江竹村产业基础薄弱，产品品牌、工艺不
强；具有市场、经营意识能力的人才匮乏；村
一级无集体林地、田地，集体经济发展难。怎
么办？

抓党建、选能人、促脱贫。他们在江竹村
建设了以在村党员教育为主的新时代讲习
所，以流动党员教育为主的手机党校和室外
党群活动基地教育平台。第一书记、党支书
定期讲授专题党课，组织党员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
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举办“升国旗、感党恩”、
党员知识竞赛等活动。通过两委换届，致富
能人潘进久和外企务工村民潘鑫当选为村支
书、村主任，建成了以退役军人、回村大学生、
返乡务工人才为主体的致富带头人队伍。

随着一批致富带头人涌现，江竹村的特
色产业焕发了生机。

种养产业做出品牌。致富带头人潘永辉
种植茶叶。他成立了林泉茶业专业合作社，
核心茶园 200 亩，注册了“笙鼓之乡”品牌，
2018 年销售 272.1 万元，带动群众 96 户增收
23万元，贫困户63户增收15万元。致富带头
人潘美龄种植灵芝。她成立了深山美灵芝种
植合作社，注册了“融芝宝”品牌，种植基地
500 亩，年产灵芝近万斤，预计年产值 200 万
元，带动群众 30 户，其中贫困户 16 户 68 人。
致富带头人潘雪晴种植黑木耳。他成立了松
晓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西北工业大学投
入产业启动资金 20 万元。2019 年种植 4 万
棒，带动贫困户22户增收10万元。致富带头
人郑中杰养殖黑山羊。他成立了柳州煌达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基地规模30亩，养殖黑山
羊200余只，带动贫困户12户48人。致富带
头人潘珍和养殖禾花鲤。他成立了康发禾
花鲤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区150余亩，覆盖
群众200余户，其中贫困户112户。

方原作为第一书记，想方设法推动农商
用户对接，推动江竹村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提
升、产品销售。2019年，西工大定点采购江
竹村农产品近200万元，学校科研管理部门
帮助灵芝产品深加工取得初步成效；组织产
业合作社参加在学校开展的特色农产品展
销，参展合作社日均销售万元以上；积极参
与人民优选品产品推介、柳州建行“第一书
记农产品特惠展”，帮助农产品成功上线柳
州日报社“柳州1号老店”微商平台、柳州农
投集团扶贫农产品专卖店。

种养产业做出了品牌，江竹村迈上了可
持续发展的脱贫致富之路。在西工大的支
持下，2019年，江竹村建设了就业扶贫车间，
开展汽车发动机线束产品初加工生产，实现
劳动力就地就业，人均增收1400元。眼下，
他们正在利用元宝山旅游集散地优势，积极
打造白竹屯自然景区和大东江产业文化休
闲景区。

2018 年年底，江竹村整村脱贫摘帽；
2020年，江竹村贫困人口清零。

青山还是那片青山，绿水还是那条绿
水，但焕然一新的活动阵地、生机盎然的种
养产业、整洁文明的村庄环境、务实拼搏的
干部群众……苗山里的江竹村日益成为充
满希望的田野。“回首两年多的扶贫时光，变
化的是经历，不变的是理念。感动于村民为
我过生日的欢乐，感动于产业发展群众增收
的喜悦，感动于学校政府的指导支持，感动
于社会各界的关怀关爱。因扶贫感受了苗
山群众质朴的热情，因扶贫与苗山群众结下
深厚的亲情。”方原动情地说，“工大苗山一
家亲，愿洒热血伴青山。三载扶贫初心路，
一生一世苗山情。”

2016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选派的哈
尔滨工业大学能源学院学工办主任李峰（现
任哈工大校医院党委书记），肩负着组织重
托，从大城市来到了广西来宾市金秀县三友
村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开始了与三友村民
一段血浓于水的情缘。

三友村地处广西大瑶山区，共有5个自
然屯、13个村民小组、916户、3583人，以壮族
为主，过去收入主要依靠种植甘蔗、稻谷、玉
米传统作物以及外出打工，全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419户、贫困人口1550人。

“心与百姓同忧喜，不拔穷根不回还。”
驻村以来，李峰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在工信
部和哈工大鼎力支持下，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方略，协调各方力量，下大力气
主抓产业脱贫，开展了系列工作，让三友村
的耕地变为致富的“宝地”，两年间该村贫
困发生率由 43%下降到 1.03%，2017 年实现
整村脱贫出列。

选准产业 力拔穷根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劳苦入山林。”
气候迥然、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李峰从
祖国的东北端到西南端，整整跨越了 3300
公里，面临着诸多南北差异。一到三友村，
他就克服了“水土不服”等困难，迅速进入
角色。

一个位于二级公路旁、地势平坦、水利条
件不错的村庄为何还是贫困村？为及时掌握
第一手资料、摸清该村的基本情况，驻村后李
峰立即开展了细致的调研。

上门“家访”，是他认识三友村的“法
宝”。每天，他那双沾满泥土的鞋都踏醒清
晨的第一声雀鸣，穿过田间地头，直到村里
鸡鸭归笼、万家灯熄，他才回到村委。他主
动与驻村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促
膝长谈，深挖“穷根”。李峰用自己的真诚
和实干逐渐打动了村民，拉近了和村民的
距离，取得了村民的信任。“穷了那么多年，
我们能脱贫吗？”面对有些村民的质疑，乐观
的李峰没有退缩，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一定要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而且不落下一
个贫困户。

而村里那些已经脱贫甚至致富的农

户，也是李峰重点入户访谈的对象——
“同样生活在一个村里，为什么这些人能
够富起来？他们的致富经对于贫困户而
言实在太宝贵了！”

仅用了两个月，李峰走遍了全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通过扎实的入户调研，他得出了
一组组真实可靠的数据：三友村共有916户
3583 人，绝大多数村民为壮族。2015 年年
底，该村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为419户
1550人，贫困发生率高达43%。李峰将贫困
户致贫原因进行分类，通过分析发现，在全
村贫困户中，因缺少资金和技术而致贫的贫
困户高达80.19%。数据为三友村找准了脱
贫的“突破口”。

2016年3月，李峰与村委会结合三友村
实际，从气候、土质、种植经验、市场销售等
方面确定了以种植砂糖桔为三友村脱贫的
主导产业，研究制定了《三友村脱贫发展规
划》，决定下大力气主抓产业脱贫。

确定好产业脱贫后，李峰又一次走入每
一户贫困家庭中，积极引导贫困户用好扶贫
政策，他把扶贫政策“翻译”成村民能够看得
懂、方便操作的说明书，耐心地为村民传递
和讲解各类信息，力争政策全覆盖，不落下
一人。

为实现三友村贫困户种植水果脱贫
产业的全覆盖，2016 年，李峰动员 122 户
贫困户新种植 892.2 亩砂糖桔，贫困户人
均种植水果 1.2 亩，顺利产出后将实现贫
困户人均增收 2000 元以上。为解决贫困
户资金短缺的痛点，李峰通过采取“合作
社+贫困户”产业的发展模式，帮助贫困
户获得产业补贴总金额 100 余万元；他还
带领贫困户申请 5 万元的小额信贷以及
4500 元的以奖代补资金，村里共有 161 户
贫困户成功申请扶贫小额贷款，共计 672
万 元 ；争 取“ 奖 代 补 ”的 惠 农 补 贴 资 金
169.7 万元，覆盖了 398 户。为解决种植技
术难题，李峰通过成立水果种植技术指导
服务队、举办村级农业技术培训班，对贫
困户进行种植技术指导，让他们掌握了种
植技术。

志智双扶 求学圆梦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
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作为教育工作者，李峰深知只有通过
教育，才能提升脱贫致富持久力。李峰在

做实志智双扶上下足功夫，努力让三友村每
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有质量的教育，为贫
困孩子铺就条条幸福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链条。

李峰积极争取各种资源，团结力量共
同攻坚。他开展“一帮一联”“一户一策”动
态管理，确保帮扶成效落细落实，防止返
贫。利用哈工大的资源帮助分担贫困户教
育子女之忧，让贫困户有更多精力发展产
业。老潘是三友村 2016 年建档立卡贫困
户，种植了 7 亩沙糖桔。他女儿正在读初
中，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有了初中毕
业就回家帮忙干农活的想法。李峰在深入
贫困户调研时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他首先联
系了哈工大，给这个孩子确定了一个“一帮
一”结对子的大学老师，还多次深入这个贫
困户家中与她一起畅想未来，给她讲很多励
志故事。女孩逐渐转变了想法，决定继续努
力考取高中，将来还要上大学，为家庭从根
本上脱离贫困努力学习。像老潘一样的贫
困户在三友村有41户，李峰将关怀送入每一
个贫困户，这41户都获得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一帮一”结对子帮助，获得 5.23 万元助学
金。虽然是涓涓细流，但是却滋润着一拨又
一拨贫困学子的心田，让贫困学生顺利上学
不再是梦想，让他们致富奔小康的理想信念
得到播种。

驻村以来，在李峰的协调下，有 21 户贫
困户获教育扶贫“雨露计划”资助；促成哈工
大与三友村教育帮扶“结对子”，捐献5.23万
元助学金、建立起 10 余万册书籍的“爱心书
屋”、筹集资金 7.5 万元资助三友小学；多次
举行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对 232 名学龄儿童
实施“一帮一”全覆盖，确保不辍学；累计组
织 120 余名哈工大研究生、留学生社会实践
团来村支教，大大开拓了山区孩子们的眼
界。一年多来，哈工大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来
了、知名专家来了、外国留学生来了……给
这个贫困村带来了知识与文化气息，也鼓舞
了脱贫的“志向”。哈工大结对帮扶的 41 个
学生中有 11 名孩子顺利完成大学（大专）学
业，并全部就业；有9名孩子高中毕业顺利考
取大学（大专），没有出现因贫辍学和因贫不
学的情况。

修桥筑路 联结民心

打好脱贫攻坚战，基础设施必先行。

2016年年初，三友村还有3个自然屯是砂石
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李峰日常
工作的亲身感受。在李峰看来，项目资金是
脱贫攻坚的枪支和弹药，为此，他和村“两
委”干部积极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一年
内，李峰邀请哈工大专家提供规划设计、帮
助村民安装太阳能路灯，争取项目资金531
万元，修建屯级水泥路5.2公里，巷道4.7公
里，产业硬化路6.5公里，水利渠道8公里，桥
梁1座，实现村屯道路硬化全覆盖。现在宽
4.5 米的水泥路“直通”家门口，村里的农副
产品“直达”城镇。全村基础设施条件的改
善，补齐了三友村脱贫攻坚的短板，提高了
脱贫攻坚支撑力。

此外，李峰积极推动乡村建设，让群众
有幸福感。实施危房改造项目56户，实施易
地搬迁项目 11 户，实现危旧房改造不留死
角；争取项目180万元建设“美丽乡村”示范
园，建设农民合作社会议室，改善村委食堂，
新设5个垃圾存放点、购置50个垃圾箱，实
现村容提升新面貌。村里修起了石牌，建起
了宣传栏，村里的重大活动、村务公开的有
关事项都及时向村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成立广场舞队和篮球队，定期组织活动和比
赛。一件件提升村庄“颜值”的工程，让村庄
变了样。

2016 年 5 月，三友村两次遭受暴雨袭
击，连接大力屯和峰贵屯的龙官桥在洪水的
冲击下，桥面出现裂缝，变成危桥。为方便
群众出行，李峰组织挖掘机进行桥面改造，
挖断裂面、填平路面，使轻型车辆能简易通
行。考虑到冬季水果季节大型车辆拉果的
通行，此桥只能重建，经专家测算，重建需要
资金近60万元。李峰立马与桐木镇分管领
导协调，并找到分管扶贫的县领导进行汇
报。最后，得到县里的大力支持，统筹安排
了50万元建桥资金，解决了资金短缺的燃眉
之急。

“不忘初心百姓暖，砥砺前行人民赞。”
李峰与当地村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驻村
以来，他只回过两次家，心思全都放在村里
的脱贫工作上，年均300余次深入农户家中
访谈、调研，把百姓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
难。他没有花架子，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付
出。他用实干温暖民心，带领三友村在2017
年年底实现脱贫摘帽。村民们从心底敬佩
他：“李书记为三友村做了很多实事，让我们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本报记者 吴丽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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