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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兵情洒山村只为民

□时报记者 胡生敏
古色古香的休闲文化长廊，宽敞明亮的村服务中心与老年活动中心、蜿蜒盘旋的乡村水泥路，一个个恬静闲适的农村
院落，农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虽然早已进入冬季，
但在海东市乐都区瞿昙镇隆国村，
到处充满了温暖的气息。
“近年来，海东军分区的帮扶，真是让我们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隆国村村支书赵世林直夸海东军分区给该村
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
2016 年初，按照省军区和海东市委安排，军分区联点帮扶乐都区瞿坛镇隆国村。三年来，军分区官兵凭着子弟兵对驻
地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扶贫事业的满腔热情，主动作为，以党组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援助、结对助学等活动为抓手，
集中人员、资金助力隆国村脱贫攻坚工作，
奏响了军民情深的主旋律。

军分区为隆国村捐赠农用机械

军分区领导和村干部召开座谈会商量扶贫对策

慰问贫困户

摸清民情开
“良方
良方”
”
几年前，
这里还是另一番光景。
“全
村 120 户 468 人，贫困人口有 32 户 122
人。村民走的是泥土路，
村里无产业，
群
众增收难。
”
军分区干部陈正锋回忆，
第
一次进村，
这里的贫困面貌令他心酸。
“农村富不富，
关键看支部”
。扶贫
工作一开始，
军分区就把抓
“两委”
班子
建设放在扶贫工作首位。隆国村有 1 个
党支部，党支部成员平均年龄大，党群
组织功能弱化，
村党支部无法集中力量
办大事，基本处于自生自灭、各个延续
的状态。军分区把帮建组织、
帮带党员
干部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突破口，
由军
分区政治工作处和乐都区人武部分别
对口挂钩帮带村
“两委”
，
协调建议瞿昙
镇对村党支部成员进行了调整，
让年轻
的党员进入村
“两委”
班子，
组建村部技
术骨干培训室，抽选村里文化水平较
高、
接受能力强的骨干进行农业知识培
训；组织村党支部成员到附近脱贫成
功、可学习借鉴性强的村参观学习，激

认为，隆国村贫困的根源，在于基础设
施落后，
致富
“经络”
不通。
扶持什么项目？投入多少资金？
发村干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紧迫感
会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具体措施？
和动力。近 3 年，
军分区累计投入 10 余
针对这些问题，军分区定实帮扶措施，
万元，
为村党支部、
活动室购买电视、
电
为隆国村制定了一套扶持计划，每个
脑、打印机和办公桌椅等，为村技术培
帮扶户建立一本帮扶台账，确保帮扶
训室配置桌椅 25 套，
先期为该村部分技
重点突出、抓手实在。
术骨干购买大豆种子 6000 斤，
村党员干
2018 年夏天，军分区领导调研发
部和部分骨干成为村里脱贫致富的组
现，隆国村大部分青壮年春播和秋收
织者和带头人。
农忙时节都在外地打工，因农作最佳
记者了解到，2016 年底，隆国村整
时机本村里有效劳动力有限，致使本
体脱贫，但脱贫后的巩固提升任务更
就薄产的高原耕地大面积减产。对
加艰巨。为防止返贫，军分区在积极
此，军分区扶贫工作组与乡村两级党
克服自身在军队调整改革后人员少、 组织协商，在广泛征求贫困户意见的
国防动员任务重的矛盾，专门成立了
基础上，结合隆国村现状，扶持村集体
以军分区主官任组长，军、地相关人员
开垦荒地种植马铃薯、燕麦扶贫项目，
为组员的“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工作
为该村出资 17 万元，采购 2 台拖拉机
领导小组”，研究制定长期扶持隆国村
及犁头、旋耕片等配套设备，并有针对
方案计划。军分区领导亲力亲为，多
性地做好操作技能培训。
次到该村考察了解情况，与镇党委书
隆国村村支书赵世林感慨地说：
记、村党支部书记、包村干部就扶贫帮 “军分区的官兵最了解老乡需求啥，帮
建工作进行座谈，进行集体“会诊”，找
扶项目实在管用，真正把扶贫巩固提
准了产生贫困问题的“病根”。军分区
升工作做在了百姓心坎上”。

争项引资补
“短板
短板”
”
“我们从村民最关心的路、水、基
础设施开始，集中优势力量，攻下关键
节点！”几年来，海东军分区把扶贫工
作力量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聚
焦。资金有缺口，他们积极协调市、区
有关部门予以经费和政策支持，还从
家底中挤出经费支援。
从第一次落脚隆国村破旧的村委
会，军分区就认识到村委会是一个村
的“脸面”，要摆脱贫困村的帽子，不仅
要 使 村 民 富 起 来 ，还 要 把 形 象 树 起
来。为建设村委会活动室，海东军分
区协调地方共同投资 30 余万元完善了

村委会、党员活动室。到村委会办事
的群众纷纷说道：
“总算有个村委会的
样 子 了 ，我 们 村 民 们 脸 上 都 有 光 了
……”
2016 年，军分区、人武部积极与乐
都区相关部门协调，争取文化局项目
资金 12 余万元修建 600 平方米的文化
广场一处；积极向省文化厅争取实施
了投资 30 万元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示
范村项目，修建乡村舞台一个，并配备
电脑、社火服装、音响等价值 9 万元的
文化器材；协调争取 170 万元的高原美
丽乡村建设项目，为该村修建彩门一

个，安装太阳能路灯 20 盏，硬化村社道
路 4 公里，硬化党员活动室场地 400 平
方米，文化墙 300 余平方米；争取和实
施了投资 8 万元的抗旱机井项目。
如今，隆国村村社道路全部硬化，
自来水全部通到农户家中，电力农网
升级改造全面完成，高原美丽乡村项
目建设全部完工，村级文化活动场所，
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村级医疗室均达
到标准，
基础设施全面完善。
谈起村里的变化，村民侯建恩颇
有感触：
“ 以前白天忙庄稼活，晚上就
没事儿干了。现在不一样了，村里新
修了文化广场，还安装了健身器材，吃
过晚饭，大家去广场健身跳舞，生活丰
富了不少呢。
”

真情帮困解
“难题
难题”
”
“军费不能随意开支,没有更多钱投入扶
贫,但只要我们用心用情,不当旁观者,不做门
外汉,熟悉掌握党的各项扶贫政策,扶贫工作就
能大有作为。”乐都区人武部政委王占武谈扶
贫心得。
无论是军分区、人武部还是驻村工作队，
他们都把贫困户当成自己的亲人，只要贫困群
众需要帮助，都必竭尽所能，想方设法为贫困
群众东奔西跑。去年，军分区把“手拉手、一帮
一”助学活动放在隆国村，对因子女上学致贫
的困难家庭，由军分区机关 9 名团以上干部长
期助学帮扶，在每年每人 2000 元的基础上，协
调相关部门落实困难家庭助学措施，使其顺利
完成学业，防止其家庭返贫。同时，军分区保
障处与隆国村卫生室结对，采取技术帮带、知
识培训、送医送药等活动，为村民免费提供药
品 100 余种，为村卫生室配备了 2 万余元的常
用药品，
解决了村民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确保隆国村
的贫困户如期脱贫，不仅要为他们排忧解难，
更要想法设法为他们增加收入。为此，军分区
工作队坚持以扶贫惠民政策为导向，鼓励贫困
群众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稳定脱贫、长效脱贫。
2016 年来，军分区与区委、镇委研究，确定该村
产业发展项目 4 个，即：运输业 17 户，特色种植
2 户（花椒种植）、农家乐 2 户，生猪养殖 8 户。
目前所有产业项目运行良好。通过自查和入
户算账，村 32 户 122 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能
达到 3316 元。
产业项目的实施为贫困户增加了收入，改
善了生活条件。村民韩英生是村里的贫困户，
也是 17 户运输项目户中的一户，当记者问起
自从发展运输产业后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时，
韩英生说：
“由于身体原因，我干不了苦力活，
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要照顾，自从有了三轮农
运车，不仅可以在家门口挣钱，还可以提高收
入呢！”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军分区在隆国村的
扶贫工作得到了广大村民的认可。
2016 年年底，隆国村顺利通过省、市、区验
收，实现了整村脱贫的目标。看到产业项目给
贫困户带来的每一笔收入，军分区扶贫干部们
感到由衷的欣慰。
回想起近两年的扶贫工作，海东军分区政
治工作处主任王巍告诉记者：
“说实话，起初我
也感到扶贫工作压力很大，我们帮扶的贫困
村，大多地处比较偏远、交通不便、对外信息不
畅，生产生活环境较差；村级组织涣散、青壮劳
力缺失、老弱病残突出，生产生活积极性不
高。但我始终认为，身到心入真帮扶，让群众
的思想真正活络起来，是精准扶贫首要解决的
问题。
”
记者手记：隆国村已经整村脱贫，但是扶
贫工作还远没结束。近日，记者又跟随军分区
领导去隆国村赠送疫苗冷藏冰箱，进一步加强
乡镇基层预防接种单位的冷链运转能力，为该
村疫苗储存、
疫苗质量安全提供了安全保障。
行驶在畅通平坦的水泥路上，目光所及时
不时会看到村民们在辛勤忙碌着，小孩子喧闹
在宽敞的院子里。道路两旁林立着笔直的白
杨树，虽然树叶已掉落无几，但那挺拔的身姿
仿佛宣誓着未来将是一颗颗参天大树。一下
车，军分区领导和村委干部亲热地聊开了，看
着村委干部脸上洋溢的笑容，幸福之路在这里
延伸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