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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见闻
脱贫攻坚不仅是脱群众的贫，也把干部思想
上的贫、能力上的贫脱了

不接，有时打回来匆匆说两声就挂断，经
常晚上十点多还没回来，家里重担全部压
到妈妈身上。”这是陕西省旬邑县扶贫办
主任燕志敏的儿子对父亲的印象。
扶贫干部张飞汇总编写的扶贫材料堆
起来有一人高，忙起来也是有家难回。
在扶贫一线调研，本刊记者感受到了
干部们的“苦”，不光是苦于工作忙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无比艰巨，无比光荣。一生中从未
有过如此刻骨铭心的经历。
”贵州赤水市

干部好作风回来了，压力也很大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去跑大豆种子
了，这事耽误不起啊。好在 6 吨种子今天

苦于任务艰巨，更多是苦于不能兼顾工作
和家庭，对家人心怀愧疚。
2016 年 5 月，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
镇党委书记赵明辉的妻子遭遇车祸去世，

委书记况顺航说出的这句话，代表了许许

都解决了。”约定采访时间几经改变，《瞭

儿子 6 月份参加高考。面对家里这么大的

多多日夜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上的干部的

望》新闻周刊记者终于见到了青海省海东

变故，赵明辉匆匆处理完妻子后事后，没

心声。

市乐都区李家乡山庄村第一书记阎三财。

有请假休假，又投入到了紧张的扶贫工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黄茂营乡南窑村驻村第一书记吕远成（右一）在与村民交流
吉林省磐石市烟筒山镇大黑山村驻村第一书记阚阅（右）在了解大黑山村肉牛饲养情况
贵州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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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

当前，脱贫 攻 坚已 经 进 入攻 坚 拔寨

然而，刚进行不久的采访又被一个电

的冲刺期。一个多月来，
《瞭望》新闻周

话打断 ：山庄村对口帮扶单位帮扶的化肥

“脱贫攻坚是硬任务，基层干部不敢

刊记者在贵州、陕西、青海等 10 个脱贫

到了，他要赶回去给村民分发化肥。“本

休假，再苦都得坚持下去。”李家山镇镇

攻 坚 重 点省区市调研了解到，广大 扶贫

想今天还能回家住一晚……”阎三财苦笑

长杜军说。

干 部攻 坚克 难，带 领群众 盖房子、闯路
子、收票子，脱贫成效显著。在这一过程
中，干部作风沉下来了，干群关系更密切
了。不仅群众脱了贫，干部思想能力也脱
了“贫”。
同时，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也对一线扶贫干部的履职尽责能力和队伍
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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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说，“这几年最苦恼的事，就是很少有
时间陪孩子，顾不上家里的事。”
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历时一个多
月的走访调研中，类似的场景并不鲜见。
扶贫干部郭飞长期下乡，经常三四个

为了帮助贫困户尽快脱贫，从中央到
省、市、县、乡镇各部门选派大量优秀干
部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成立工作
队。工作队队员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村民都说“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月回不了一趟家。父母很不理解 ：
“你们

在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前义阳村，一

扶贫办有那么忙吗，光往别人家跑，自己

间不足 8 平方米的村广播室内局促地摆

家都不要了？”

着两张床。这里是扶贫干部黄哲和同事的

“爸爸调任后，我给他打电话他常常

住所。

HOT SPOT

床头摆着工作日志、贫困户信息等资
料和一些治疗感冒、高血压的药，还有一

具有极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跟当地群众
一道苦一道干，冲刺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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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白 + 黑”
“周六保证不休息、
周日休息不保证”成为了受访基层扶贫干

个装着日常换洗衣服的箱子，就是黄哲在

“我参加工作 27 年来，除了 3 天婚

部最正常的作息方式。
“为了迎接脱贫摘

村里的全部家当。一周五天住在村里，忙

假外，再没休过假。”青海湟中县委书记

帽考核，白天暗访，晚上开会，像高考一

起来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只有回家时

李晓舸说，很多乡镇干部和贫困户待在一

样天天做卷子，模拟第三方评估。”贵州

才能洗上一次澡。

起的时间，远远超过陪伴家人的时间。

省一位基层区委书记说，“就连做梦都在

黄哲是咸阳师范学院后勤处主任，现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一场没

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这里的群众为革

有硝烟的战争。牺牲在岗位上的扶贫一线

命作了很大的贡献，对党的感情很深。我

干部已经有 100 多人，更多干部轻伤不下

在全国扶贫一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们必须传承先辈精神，让乡亲们过上好日

火线。四川屏山县碾米村党支部书记文忠

发现，不仅要“输血”
，更要“造血”，已

子。”黄哲说。

珍身患重病，仍坚持在一线组织聚居点建

经成为干部的共识。

“过去有些干部像臊子面上的韭菜叶

设，只为了让贫困户尽早搬进新居。

做扶贫工作。”
啃下贫困“硬骨头”，还要有办法。

在旬邑县长舌头村，村民原来主要种

子，浮在水面上。”95 岁的原关中分区老

位于黔西北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

红军杨宏畴说，“现在他们访贫问苦，家

县海拔高、沟壑深，目前还有 13.44 万贫

近年来，村子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帮扶下积

家户户都去看，大大小小的事都关心，这

困人口。“条件异常艰苦，对人是极大的

极发展中药种植产业。本刊记者在村头

植玉米、小麦，仅够自己吃和喂养牲畜。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波（前左二）向海嘎村彝族村民宣讲 陕西省富县张村驿镇榆树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文妮（右一）在村民的承包地里查看苹果树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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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像我们党的干部。”
越来越多的扶贫干部将驻村从要求变
为自觉。“现在驻村驻出亲戚了。扶贫干
部走在村里，狗都不乱叫。”贵州省安顺
市普定县水井村第一书记王泽勇说。

挑战。”在威宁挂职副书记的贵州省委办

田地里看到了大量的连翘苗。“去年第一

公厅综合处处长谢斌说，“为了群众脱贫，

年采，一亩地净赚 2000 元左右。”村支

我们不怕流汗珠子，也不怕流血珠子。”

部书记吕存兴说，“今年种了 1500 多亩，

忘了时间，曾半夜跑去敲门做工作

贫困户今年有望全部脱贫。”
陕西驻村干部袁亚宁盘活村里废弃的

贵州石阡县委书记皮贵怀说，县里要

贫困是块“硬骨头”，“啃下来”要

装饰花厂，优先招录贫困户，每人每月工

求驻村干部必须吃住在贫困户家，交伙食

有干劲、有韧劲。“扶贫一线干部辛苦指

资近 2000 元。装饰花还可以外包，让贫

费和住宿费。“扶贫干部要把贫困群众当

数非常高，像一根绷得很紧的弹簧。”况

困户在家里做，“只要愿意干，脱贫没问

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帮扶。”

顺航这样形容基层干部的工作常态。他向

题。”双腿残疾的左进军，父母 70 多岁，

墙上贴着脱贫攻坚作战图 ；有些女同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细

女儿读初中，现在他靠做装饰花一个月能

志背着年幼的孩子加班加点 ；有些扶贫干

节，市里一名扶贫干部因为工作太忙，忘

赚 1800 多元，“以前别人养活我，现在

部通宵达旦地工作……《瞭望》新闻周刊

了时间，曾半夜两三点跑去敲贫困户的门

我能养活家里人。”左进军说。

记者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大多数扶贫干部

做工作。

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乡阳芳村，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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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乡村农业旅游。在

“脱贫攻坚不仅是脱群众的贫，也把

一些农家乐庄园里，本刊记者看到西红柿、

干部思想上的贫、能力上的贫脱了。”中

小南瓜已经挂果，长势喜人。台盘乡党委

组部在贵州台江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赵凯

书记王志清充满信心地说，“通过务工、
分红收入等方式，农业旅游将让所有贫困
户受惠，将来还会有更大收益。”
56 岁的达吉住在西藏林芝地区米林
县萨玉村，20 多岁时发现患有神经纤维
瘤，因病致贫，家里 7 口人住在只有 50

明说。
脱贫攻坚给贫困地区带来翻天覆地的

严管与厚爱并重，为扶贫干部鼓劲
基层扶贫干部也有烦恼，“有些时候
基层工作是 1:9，一个人在干，九个人在
安排 ；一个人在做，九个人在督查。”贵州

变化，在扶贫干部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干

一位基层街道党工委书记这样对《瞭望》

群关系明显改善，形成广大干部群众同心

新闻周刊记者诉说。

力脱贫攻坚的良好势头。
底庙镇东牛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超驻村

“名目繁多的脱贫考核指标，让扶贫
一线干部倍感压力。”贵州一位地市领导

多平方米、用篱笆和石头砌成的房子里。

期满后，村民集体联名书写“请愿书”，

说，乡镇干部还要承担环保、维稳、安全

在干部帮扶下，达吉家建起了 250 平方米

挽留他继续驻村。本刊记者跟随他到贫困

生产等几十项“一票否决”工作事项，在

的房子，还开起了小卖店，加上打理 8 亩

户家走访，家家户户都热情地倒茶相迎。

一定程度上难免会存在想作为却怕担责的

种植着青稞和小麦的田地，已经实现人均

“王书记好着呢，和我们跟一家人似的。”

年收入超过 4000 元。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在每个村建立光

贫困户万亚峰说。
“以前有些干部走在街上会被群众戳

矛盾心理。
在贵州省，本刊记者了解到，一位干
部到乡镇工作只有 8 个月时间，已经被有

伏发电站，联网发电每年带来固定收入

脊梁骨，现在大家都会招呼喝水小坐。”

关部门问责了 3 次 ；一个乡镇 9 个干部，

30 万元左右，作为为贫困户兜底和村级

贵州福泉市仙桥乡党委书记杨时江说，
“干

则被问责了 7 人。

扶贫基金的积累。同时，铁东区谋划发展

部的宗旨意识在回归，群众认可度提高了，

采摘农业和乡村旅游，为脱贫后群众生活

干部的荣誉感也回来了。”

问责让干部守规矩，干净干事，但不
恰当的问责也会带来不敢担当、不愿担当

不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一个

的问题。“在本身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巨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地少物薄，是

多月的一线调研中也发现，一方面，扶贫

大的情况下，上级部门再简单地以‘问责

国家级贫困县。“区里建起了滑雪场，部

干部的思想、能力在脱贫攻坚一线得到了

处分’推动工作，基层干部就不敢做事了。”

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到雪场上班，月

锤炼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高

福建一位基层干部直言。

工资在 3000 元以上。”区委书记王彪说，

强度、重压力的工作状态下，也有部分干

扶贫工作会议多、督导检查多，也让

崇礼区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将集体资源和

部出现了力不从心或被动应付的问题。一

一线干部疲于应付。一位在基层挂职的干

扶贫基金入股分红，帮助贫困户获得稳定、

线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对干部

部说，在基层，“以会议落实会议”“以会

可持续收入。

履职尽责提出了新考验。

议代替工作”问题仍然存在。“督查越多，

作长远打算。

干部能力“脱了贫”，
也有个别人力不从心
在脱贫攻坚战中，全国各地、各层级

例如，在调研中记者发现，形式主义
有抬头趋势。面对繁重的考核压力，一些
基层干部出现了消极应付、出工不出力，

保守估算，她一周至少要接待三拨督导、

工作上重形式、走过场而不重视实际效果

检查。

部门的大批干部下沉到基层、深入到一线，

的问题 ；一些干部不愿下基层，不愿担责

开展群众工作。

任，个别的甚至“宁愿不进步也不下基层”。

“脱贫攻坚使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当前

了改善，困难群众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

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将扶贫工作任务层层分

也锻炼培养了一批干部。”况顺航对《瞭

解下压，乡镇一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大，基

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个过程很艰难，

层普遍存在“过劳工作”情况。

也很充实。”

基层干部越不敢干。”一位基层干部告诉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作为镇党委书记，

福建一位街道党工委书记说，每名干

此外，部分基层扶贫干部认为，当前
考核体系过于重视过程记录，尚缺少对群
众是否真正脱贫的考量，有待进一步科学
化完善。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基
层干部和专家建议，一线扶贫干部的精神
状态和队伍建设，直接关系脱贫攻坚的质

部往往承担着上级多个职能部门的多项工

量和进度。应通过改进和减少重复考核、

不会说群众话，不会做群众工作。在脱贫

作任务，同一时段收到多个工作指示，难

完善督查机制、落实轮休和带薪休假制度

攻坚一线摸爬滚打一圈后，说话‘土’了，

免出现工作完成质量不高的情况。

等措施，严管与厚爱并重，为扶贫一线干

“有些年轻干部没有基层工作经历，

感情‘真’了，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

“资源往上走，任务往下走，这也导

明显提高了。”福建安溪县委组织部部长

致一些基层干部工作主观能动性不足。”

史思泉说。

青海一位县委书记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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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减负释压、加油鼓劲。□
（采写记者 ：王丽 沈汝发 骆晓飞 丛
峰 张军 李钧德 姚湜 沈洋 岳德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