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瑞雪飘落，鹤乡银装素裹。即将过去的2019年，

注定是通榆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及各项退出指标，通榆县委、县政府以坚毅的政治担当

和深沉的为民情怀，向危房改造、村屯整治、饮水安全等领

域发起了全方位总攻，全力打好整体脱贫攻坚战，现已取

得了决定性胜利——2019年11月18日，通榆县正式向白

城市委、市政府提出“脱贫摘帽”申请，全力实现“户退出、

村出列、县摘帽”的目标，在顺利实现全面小康的道路上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民生为本，全面惠民：
坚决答好脱贫攻坚“必答题”

危房改造全面完成。针对通榆土房和一面青房屋数

量全省最大、安全隐患最多的实际，年初以来，通榆县委、

县政府切实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先后开展多轮地毯式

排查鉴定，把改造对象由贫困户延展到一般户，凡有改造

意愿、经鉴定为C级或D级的，都可按规定享受危改政策。

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改造农村危房7008户，并同步完成

了3.1万撮危旧闲置房屋拆除工作，彻底消灭了农村危

房，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率达100%。

饮水安全全面提升。通榆受立地条件影响，农村生活

用水中铁、锰、氟超标严重，因水引发的地方病、慢性病多

发频发，是当地致贫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通榆全县加

大投入，以屯为单位对全县655处农村饮水工程进行改造

提升，安装饮水净化设备584台套，对水源井30米半径范

围内的一切污染源进行彻底清理，严格落实常态化监测、

制度化管理，有效解决人井混居、管道冻堵等一系列问题，

一举实现了水质合格率100%目标。今年9月初，国家水利

部对通榆县进行专项检查后，给予了充分肯定。8月22

日，通榆县在全省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视频会议上作了经验

交流。

健康扶贫全面开展。通榆县全面落实新农合、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政府大病兜底、一事一议“五道防线”，全面

开展“三下沉、两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健康扶贫工

作，全面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合率达100%的目标。全

县162个村卫生室全部达标，且都配备了一名合格村医。

同时，还重点抓了政策宣传和慢病办理两项工作，在常规

宣传全覆盖的基础上，组织4000余名教师在暑期逐户进

行了两轮“面对面”宣传讲解；全县共办理慢病17013人，

占贫困人口总数的34.5%。

教育扶贫全面保障。全县主要采取“盯准库、分段筛、

逐个核”的办法，推动教育扶贫工作，盯准每个村建档立卡

人口数据，筛选出7—18周岁年龄段人员，逐一追踪排查，

对因病因残未入学111名学生采取送教上门的方式解

决。目前，全县义务教育段共有建档立卡贫困学生1948

人，无一人因贫辍学。

产业增收，生态改善：
建设社会主义美丽乡村

产业扶贫全面覆盖。近年来，通榆县坚持把产业扶

贫作为精准脱贫的有力抓手，立足实际，依托资源优势，

创造性地将庭院经济、光伏扶贫、合作经营三个产业项目

叠加覆盖，从而让贫困户实现早脱贫、真脱贫、不返贫。

仅2019年，政府就投入1082.6万元资金用于发展庭院经

济，庭院种植16239亩，覆盖贫困户7416户。而光伏扶贫

项目则覆盖村村所有贫困户，并保障贫困户持续稳定收

入20年。

农村环境全面改善。大量破败闲置的危旧土房和畜

禽圈舍，严重影响了全县农村环境。为此，通榆县委、县政

府以破求立，以拆求美，拆建并举，全面改善人居环境，

2019年全年共拆除危旧闲置房屋3.1万撮、废弃畜禽圈

舍2.4万处，整体拆除率达98%；新建庭院围栏2071公里，

新铺设水泥路920公里。与此同时，针对各村存在的“脏

乱差”等环境问题，这个县狠下决心，率先开展“六清”村

屯环境整治行动，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活

动开展100天，累计清理垃圾81.2万立方米、柴草堆8.5

万个、粪土堆 17万立方米、沟渠 112.6 万延长米，院落

76665个（次）、道路12170.5公里，取消露天粪坑、简易厕

所4268个，新增垃圾处理点302个，新增垃圾箱231个，

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为长效保持环境整治成

果，政府每年投入3350万元资金，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引

进专业企业，对全县16个乡镇全面实施农村垃圾治理市

场化运作模式，农村垃圾实现日产日清。7月9日，通榆

县在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议上作了经验介

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脱贫攻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通榆县委、县政府着眼全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围绕高质量脱贫、最大限度防止返贫的奋斗目标，在脱贫

“大考”及格的基础上，找方法、求突破、得高分。

为把各项扶贫措施落实、落准，今年6月以来，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

中，持续开展了三轮“书记县长吃百家饭、包保干部吃万家

饭”活动。全县12777名党员干部自带口粮、真心实意地

走进农户家中，主动与贫困户结亲戚、交朋友，一起吃农家

饭、唠家常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既密切了党群干群关

系，又有效提升了群众满意度。据统计，在“吃万家饭”活

动中，全县共排查解决贫困户现实问题近4000件，真正把

帮扶工作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与此同时，全县对扶贫干

部从严从实强化日常管理，对干部驻村实行离岗报备制

度，副科级以上干部每天向县委提交扶贫工作日志。精细

开展“以户查房、以房查水、以龄查学、以患查策”，发现问

题全县通报，逐项整改销号，达到问题整改不彻底不放过、

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扶贫与优化营商环境相结合,拓宽贫困人口就业渠

道。通榆县为贫困人口就业创业开辟“绿色通道”，实行

特事特办，简化注册登记手续，提供就业岗位。主动引导

和帮扶农民工回乡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群众

共同发展农业经济。积极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商事制度

改革措施，发挥准入服务职能，鼓励可吸纳贫困人口就业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非公企业、中小企业不断发

展。

“志智双扶”才能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通榆县

在31个易地扶贫搬迁村、21个安置小区，开设了“爱心超

市”。“爱心超市”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善、孝、富、美“四道”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元素，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

倡导鼓励群众以勤劳、善行、美德来“赚”取积分，以积分兑

换生活必需品。这种不用花钱，却能以“小积分”兑换“大

文明”的“消费”方式，得到了农村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

“爱心超市”作为一种新型扶贫模式的探索和尝试，被吉林

省委认定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其成效得到了

中宣部的充分肯定。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收官之战的关键时期。通榆作

为国家级贫困县和吉林省深度贫困县，坚决打赢这场战

役，是全县上下首要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

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同时告诫我们，“行百里

者半九十”。在这场百年“大考”中，通榆全县正在拿出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的信心和勇气，坚决克服“过关至上、及格

万岁”的思想，牢固树立“59分等于0分”的理念，凝心聚力

答好脱贫攻坚每道题，以夺取整体脱贫致富，实现全面小

康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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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 乡 奋 进 康 庄 路
—通榆县决战决胜整体脱贫攻坚纪实

本报记者 戈驰川

又到了每周三“爱心超市”的开放日，在

通榆县边昭镇五井子村“爱心超市”，居民们

正在用自己赚来的积分兑换商品，从锅碗瓢

盆、洗衣粉、牙膏、大米、面粉、酱油、醋到衣

服等各类生活生产用品这里应有尽有，居民

们选好心仪的商品在收银台前排起了长队。

扶贫必须先扶志。通榆县把社会捐助

物资搬进了各村的“爱心超市”，采取积分兑

换的方式领取物品，从主动脱贫、家庭美德、

家庭环境卫生、公益劳动等方面的表现情况

对贫困户进行考核打分。每到兑换日，村民

即可凭借自己的积分到“爱心超市”刷卡换

购。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尝试，

激发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一改“输血式”

扶贫助长的不劳而获之风。

吉林日报社派驻五井子村第一书记纪

德永说：“自爱心超市成立以来，贫困村民在

爱心超市换取了3万余元的生活用品。这个

活动使贫困户在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活动

中，树立起依靠自己双手实现投票的信心，

达到了‘智志双扶’的目的。”

“爱心超市”运行一年多时间，其所产生

的效应和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不光使社

会救助与群众需求对接更加精准，更重要的

是群众主动脱贫意识增强了，有了那股积极

奔向幸福生活的劲头。

“爱心超市”也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如

今，村民在爱心超市换取不到自己想要的物

品时，可把需求写到“爱心回音墙”上，注明

联系方式，企业和爱心人士及“爱心超市”根

据留言可及时、准确地采购爱心物品实现需

求的精准对接。

此外，“爱心超市”还添加了“爱心服务

站”，目前，五井子村“爱心服务站”能够为村

民提供充燃气卡、理发和磨剪刀服务。张大

爷有磨刀的手艺，现在他每天10时到 11时

与其他几位磨刀师傅和理发师傅来到“爱心

超市”，为贫困户们免费理发、磨剪刀。师傅

们每人能赚2个积分，张大爷说：“不用啥都

等别人送，脸上也有光。”

随着“爱心超市”积分兑现与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所各类活动的深入融合，村民发

生着从过去为了积分做公益到现在给不给

都愿意干的巨大转变，让“爱心超市”兑换的

不仅仅是物质商品，还兑换出了文明公益新

风尚，同时，也收获了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信

任，实实在在的提高了村民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

纪德永说：“一周两周没活动，大家伙儿

就找我让我组织活儿干，爱心超市活动逐步

引导建档立卡户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

原来等、靠、要的思想、国家要给我啥，变成

了我要通过双手劳动换什么。”

2018年以来，通榆县已经开设“爱心超

市”21家，实现了31个易地扶贫搬迁村的21

个安置点的全覆盖。按照通榆县的规划，年

底前，全县将实现易地扶贫整村搬迁安置区

“爱心超市”全覆盖。

迎着清冷的西北风，热情的孙丽娟早早地就在村路旁等候着

我们，见到我们，话匣子便打开了。孙丽娟是通榆县开通镇红旗村

的妇女主任，她生长在这个村，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她亲眼见

证了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

“没修路之前这条路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大家出门只能

在路的两边找干净的地方走，修了路之后，敞亮了，大车小辆的都

方便了，之前没打开的胡同都打开了，全都铺的水泥路。”站在路

边，孙丽娟迫不及待地开始讲述眼前的变化。

眼前溜光的水泥路四通八达，路两侧干净整洁。遍布水泥路

两侧的农房，一排排，一趟趟，砖瓦相间，井然有序。各家各户的庭

院院墙，不再是土墙，而是整齐划一的铁质围栏。柴草垛，家家规

整，有序堆放。一串串的红辣椒，一堆堆的玉米棒，点缀着农家小

院儿，到处洋溢着幸福浓郁的乡村气息。

一路走，一路看，孙丽娟掩饰不住喜悦，自豪洋溢在脸上。

“原来道路两旁都是半人多高的草，现在环境整治了，村书记

也跟着我们一起干，包村的干部天天来收拾卫生。环境变了，农户

也都知道干净了，以前柴草垛随便一堆就完事了，现在都堆得方方

正正的，自己看着也舒服。村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大转变，整体素

质有了大提升。”孙丽娟一边指向几处堆放整齐的柴草垛一边说。

说着唠着，一行人来到了孙丽娟的家，她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

绍起自己家里的新变化：“喝上自来水了、住上砖瓦房了、收入一年

比一年多了。”

孙丽娟指着院里四轮车上的一车白菜说：“这是我家秋收的成

果，咱们这里属于城乡接合部，距离县城近，交通也方便，非常适合

发展多种经营，种点蔬菜和瓜果能增加不少收入。”

进到屋里，孙丽娟姐指着墙上的照片高兴地说：“这些都是我

们健身舞队的照片，现在条件好了，心情也好了，一有时间就和姐

妹们到广场上跳跳舞、唱唱歌，可开心了。”

“如今的政策多好啊！像我们村里有几个得了糖尿病的、心

脏支架的，现在办理慢病手册，都是家庭医生到你这来办，县医

院大夫巡回问诊。以前咱们农民有个病不去治呀，疼到受不了了

也只是买点药维持一下，现在就不一样了，有病就去大医院检查，

该住院住院，报销比例高了，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大家都能看得

起病了。”坐在热炕头上，孙丽娟述说着农村的变化，激动之情溢

于言表。

孙丽娟说，到了年底开通镇红旗村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全部脱贫了，在党的好政策支持下，我们以后的日子就像芝麻开

花——节节高，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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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臧名叫臧志刚，是通榆县兴隆山镇长

发村的村民，前几年因为心脏病折磨，干不

了重体力活，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巴，甚至抬

钱过日子，老臧一度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

甚至开始自暴自弃。

2016年，老臧被村里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那时候老臧觉得很无助也很无奈，成了

村里的贫困户，老臧总觉得不甘心。

前几年房子不行了，老土房子总掉墙皮

子，后来依靠党的好政策，盖上了大瓦房，心

里一下子亮堂起来了。老臧说：“大房子大

窗户，心也敞亮了，圆了我家住上新房子的

梦，这是第一件大喜事。”

房子解决了，老臧开始张罗看病，之前

老臧一直觉得看病花太多钱，不敢去看，病

情严重了就去诊所买点小药维持一下，病见

轻了，就又把药停了。

“听说现在看病报销多，花钱少，所以就

想着我也去看看啥情况，没想到去医院看病

报销这么多。”经过住院治疗，老臧的心脏不

那么难受了，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老臧

说这是第二件大喜事儿，让他精神倍儿爽。

出院以后的老臧开始张罗着包地种地，

恰好国家给解决种子，这可太好了，最大的

难题解决了，老臧着手准备要大干一场，春

耕夏锄秋收，在老臧的精心侍弄下，这一年

地里大丰收，有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种地丰收了，赚钱了，老臧开始琢磨养

殖业，年末，他买了十几只羊，开始养羊。

2018年，老臧遇上了一件特大的喜事，

国家修科铁高速公路，占用村里的地，他家

正好也在占用范围内，老臧一下子得到了30

万元的补偿金。

“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馅饼，恰好就砸到

了我的嘴里，我家一下子彻底脱贫了。”老臧

抑制不住喜悦开心地述说这几年一件又一

件的喜事。

日子好了，老臧一家的心气儿也高了。

老臧说，下一步想带着老伴儿来一次说走就

走的旅游，到外面转一转，看一看精彩的世

界，也和年轻人一样晒晒幸福的生活。

干干净净的农家小院，简朴而洁净的厨

房，炕上叠放着整整齐齐的被褥，室内温暖如

春，这是新华镇大有村村民姚连昌的家。

“这两年家里又开始干净起来了，前几年

老伴儿得了一场大病之后，家就不成样子了，

没人收拾，也没那心情收拾。”姚连昌坐在炕

边，提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2011年，姚连昌的爱人王金凤总感觉身

体不舒服，但看病需要钱，王金凤舍不得，再

加上孙子一直在身边离不开，病就一拖再拖。

2015年，王金凤实在挺不了了，就在爱

人姚连昌的带领下到通榆医院检查，诊断为

子宫内膜癌。

“晴天霹雳啊，没想到这么严重”，得了病

总得治啊，这一手术治疗下来，花了将近15

万元，不仅花光了家中的所有积蓄，还欠下不

少外债，姚连昌家的生活一下子跌入低谷。

2016年，通榆县大力实施脱贫攻坚行

动，新华镇通过精准识别将姚连昌一家纳入

贫困系列，就医先诊疗后付费和90%报销的

政策，让老姚妻子王金凤不再为看病发愁了。

不但看病不用愁了，新华镇还为姚连昌

办理了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连在

新华小学上学的小孙子，也享受了义补资金，

学费、书费全部免费，每天还有免费的营养

餐。

姚连昌也积极参与合作养牛和辣椒种植

等扶贫项目，现在年收入达三四万元，日子一

天比一天好起来了。“生活有了指望，干啥都

不累了”，如今的姚连昌一家子一改往日愁

眉苦脸的样子，开始绽放出幸福与快乐的笑

容。

拥 抱 幸 福 生 活
刘雨涵 刘丰华

喜事连连的老臧喜事连连的老臧
陈永辉陈永辉

“爱心超市”树新风
本报记者 戈驰川 张磊

农村新貌

群众的小庭院产出大效益

光伏扶贫是贫困群众的“兜底”项目 新华镇农林村扶贫车间正在生产车衣新华镇农林村扶贫车间正在生产车衣

产业拉动效

果明显，吸引群

众参与种植加工

全过程，收益丰

厚

2018年吉运15万头牛生态农牧业产业园项目

教育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图为

特教老师上门给学生上认知康复课

群众喝上放心水

搬进楼房后的贫困群众过上和

城里人一样的日子

扶贫档案实时更新，确保扶

贫精准再精准

送医送药上门

通榆县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在县内定点医院先诊

疗后付费政策
群众居住条件彻底改善

异地搬迁新建昭福家园

扶贫项目支撑，困难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也开阔了眼界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