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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小女孩
登初穿上了美丽
的花裙子，在开满
鲜花的山沟里翩
翩起舞。在省委政
法委驻村工作帮
扶队到来之前，小
女孩的家人做梦
也不会想到，天生
患有腿疾的登初
能够恢复健康，并
能像其他女孩一
样，穿上漂亮的裙
子跳舞。

登初一家人
世代居住色达县
城东南部的上甲
斗村。上甲斗村被
称为云端上的村
庄 ，这 里 海 拔
3550 米，属半农
半牧区，山大沟
深、交通闭塞、气
候恶劣，这个村曾
今是贫穷落后的
代名词。

按照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深度贫困
县脱贫帮扶工作
的意见》的通知要
求，省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邓勇定
点联系色达县扶
贫工作，并将色达
县杨各乡上甲斗
村作为省委政法
委帮扶村。

上甲斗村所
经历的脱胎换骨
的美丽蜕变，正是
杨各乡脱贫攻坚
成 果 的 一 个 缩
影。2018 年，杨
各乡提前完成了
脱贫攻坚任务，所
有贫困村摘帽，所
有贫困户脱贫。截
止2019年底，全
乡 人 均 年 收 入
15800 元 ，在
2014年基础上增
幅了 260%——
村民们的日子越
来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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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意愿”+精准“谋岗”
我州让贫困人口想就业能就业就好业

“雪亮工程”助力巩固脱贫成果

◎色达县融媒体中心/文
杨各乡/图

一场云端上的美丽蜕变

脱贫三十六计

图为整洁的联户路和气派的藏式楼房。

甘孜日报讯“我文化
不高，也没得啥手艺，普通
话也说得不好，出去打工确
实恼火，进本地的厂和企业
也做不下来。如果能就业的
话，希望能找一个离家近、
做起来简单的工作。”这是
2018 年，甘孜县贡隆乡莫
绒隆村建档立卡户仁真曲
珍向入户调查的工作人员
提出的“就业要求”。

如今，仁真曲珍是村里
的道路维护员，每月有着
500 元收入。根据仁真曲珍
的家庭情况和个人需求，县
人社局在村里为仁真曲珍
安置了公益性岗位。“这个
工作好啊！我完全能够干
好。有了这个工作，我不光
增加了收入，还能照顾家
人。”仁真曲珍高兴地说。

实现就业扶贫，我州有
绝招。推行“一库一册六名
单”措施，以“农村劳动力实
名制登记数据库、民族手工
艺导师花名册、贫困家庭劳
动力基础信息名单、就业培
训名单、自主创业名单、转移
输出名单、公益性岗位安置
名单、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就业情况名单”为依托，
精准掌握贫困群众就业情
况，落实“一户一策”帮扶措
施，针对性的开展就业帮扶，
制定精准的帮扶措施，让贫
困群众的就业积极性更高，
实现稳定就业，让帮扶帮在
了贫困群众的心坎上。

弄清就业能力。以精
准掌握贫困劳动力为开展

就业帮扶的基础，走村入
户弄清每一个贫困群众体
力状况、技能掌握情况等
基础就业能力，并根据其
就业能力精准开展技能培
训、岗位推荐等帮扶工作，
促进人岗相适。

关注就业意愿。精准掌
握贫困劳动力就业意愿，针
对于好高骛远、拈轻怕重等
不良意愿和外出务工、技能
需求、公益岗位兜底等就业
意愿，分类开展教育疏导、
岗位输送、技能培训、公益
岗位兜底安置等就业帮扶
工作，全力确保贫困群众稳
定就业。

掌握就业变化。加强基
础信息动态管理，密切关注
贫困群众就业变化，按季更
新基础数据，并查漏补缺，
及时将有就业意愿而未纳
入帮扶范围和有培训意愿
而未开展培训的贫困群众，
及失业贫困劳动力纳入帮
扶范围，积极开展就业帮
扶，做到数据库有进有出、
时时精准、人人精准。

2016 年以来，我州共
计入库农村劳动力 52 万余
人、贫困劳动力 12.2 万余
人，将有就业意愿的8 万余
名贫困劳动力纳入就业帮
扶范围，实施精准就业帮
扶。让贫困群众干自己想干
的工作、干自己能干的工
作、能干自己想干的工作，
实现了让贫困人口想就业、
能就业、就好业。

记者 谢臣仁

“我感觉帮助困难群众
就是在帮助我的父辈亲人，到
群众家里走访，就像回家一
样。”自2017年兼职负责分行
扶贫工作以来，张秋亚长期与
困难群众相处很是自如，这种
自如和她的际遇相关。

今年 30 岁的张秋亚生
长在泸定县烹坝乡的一个
单亲家庭，以往家中4人的
生活全靠母亲种地维持，是
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

2011 年大学毕业后，
张秋亚抱着“服务家乡、回
报父老”的热忱考入了邮储
系统，先后在康定县支行柜
员、支行理财经理、综合柜
员等岗位上工作，并因工作
出色，调任州分行三农金融
事业部管理员。

2017 年，州分行参与
甘孜脱贫工作的力度加大，
需有人兼职扶贫工作，不少
同事都避而远之，张秋亚却
主动领下了任务。

扶贫路坎坷不平，张秋
亚却充满了热情。2018年6
月，她到泸定县兴隆镇开展
贫困户贷款贷前调查时，不
顾晕车呕吐，在臭味熏鼻的
猪圈中工作了几个小时；
2019年6月，到巴塘县波密
乡开展扶贫工作，因连日劳
累，她不慎摔倒，致使尾椎骨
断裂骨折，至今未愈。领导、
同事都为她伤心，她却笑着
说：“为扶贫工作负伤是我的
光荣！”并在治疗期间坚持继
续手上的扶贫工作。

德格县马尼干戈片区
的蓝逸集团分公司是当地
牦牛奶产业的龙头，有效带
动了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只要谈到该公司的效益，不
管是公司负责人还是当地

群众都会首先感谢张秋亚。
原来，德格县是邮储甘

孜支行实施金融立体扶贫
“五个一”工程的试点县之
一，为确保扶贫项目落地见
效，张秋亚与该县相关部门
经常沟通联系。2018年9月，
她了解到蓝逸集团马尼干戈
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便主动
与其公司对接，表明愿帮其
争取贷款。确定对方有贷款
需求后，她积极向支行协调
小企业部利用金融扶贫政
策，为蓝逸集团提供了400
万元信贷资金；在张秋亚的
推动下，今年邮储甘孜支行
还将为蓝逸集团增加100万
元授信。此外，张秋亚还结合
邮储银行优势，协商规划将
德格本地特产上线到“优友
宝”“邮乐网”等邮储特色电
商平台，有效帮助德格拓宽
了扶贫产品的销售渠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几
年来，张秋亚在完成本职工
作的同时，顶着对家人的亏
欠和对身体的消耗，奉献大
量时间和精力，做好了单位
交办的各项扶贫工作；从最
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
每项工作都得心应手，她参
与扶贫的足迹已经遍布甘孜
高原的雪山、草原，踏遍贫困
家庭的圈舍菜园。她说：“我
们邮储银行一直积极承担政
治责任，发挥优势扶贫，参与
扶贫这几年我更领会了‘普
惠金融、惠民大众’的深意。”
她告诉记者：“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继续当单位的好使者，
把邮储系统对扶贫事业的贡
献全都落到实处；继续做群
众的好亲戚，用真心和智慧
在贫困群众和邮储系统之间
搭一座连心桥！”

银行柜台与农家猪圈算是两方“天地”，她却能在其间
自在来回，为农民提供良好信贷服务；善地德格与情城康定
隔着近600公里的距离，她用心用情在其间搭起了情谊之
桥——她就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甘孜州分行三农金融事业
部管理员兼分行扶贫工作人员张秋亚。

架起连心桥 服务惠“三农”
◎甘孜日报记者 刘小兵

脱贫星力量

在上甲斗村村委会的综治
中心里，杨各乡政府驻村工作
队队员梁白龙操作电脑，打开

“雪亮工程”系统，村上重点部
位和重点路段的高清画面便在
电视画面中显示了出来。

贫困农村相对薄弱的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是影响脱贫攻坚
的重要因素。对此，上甲斗村通
过把扶贫开发与“平安建设”结
合起来同步推进，不断深化“雪
亮工程”建设应用，努力提升上
甲斗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作为法治扶贫的一项重要
内容，省委政法委驻村帮扶工作
队利用自身优势，在上甲斗村建
成了综治中心，启动了“雪亮工

程”建设。以综治中心为指挥平
台、综治信息化为支撑、网格化
管理为基础，加强上甲斗村的乡
村群防群治，进一步建设平安乡
村。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牦牛、
家中物品被盗的事情发生了。

如今的上甲斗村，青石、红
檐的村民住宅依山而建、傍水
而居，到处呈现出浓郁的藏家
风情。太阳能热水器，防滑地
板，光洁的瓷砖，在村民秋吉家
的浴室里，水龙头一拧，热水从
水龙头里汩汩流出。

房屋破旧，人畜混居，垃圾
遍地，甚至连安全的饮用水都
没有，很难想象曾经的上甲斗
村是这般模样。

秋吉是上甲斗村建档立卡
脱贫户之一，常年只有一人在
家，仅靠着几亩薄地勉强维持
生计。所住的房屋已经破败不
堪、摇摇欲坠。驻村帮扶工作队
每次去秋吉家走访的时候，都
只敢上去两个人，大家生怕上
楼的人多了，把房屋踩垮。

老百姓只有住上了好房子
才能过上好日子。驻村帮扶工
作队通过“地毯式”的逐户排查
走访，彻底摸清每一个贫困户
的情况，了解他们最忧心的事。

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帮助
下，上甲斗村对全村的危房进行
了重建，对旧房进行了改造，实
行藏居“四改一硬化”工程，不仅

对房屋主体外观风貌、庭院围墙
及大门、住房楼梯和厕所进行了
改造，还对每家的入户路进行了
硬化。秋吉家的新房子建了起
来，全村还新建了58个家庭浴
室和4座垃圾池，大大地改善了
村民的生活卫生条件。

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杨各乡的脱贫奔康之路还需努
力。“乡村产业旺起来，生态环
境美起来，文明乡风树起来，村
村户户富起来。”杨各乡党委政
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下一步，
杨各乡将发挥农业优势，因地
制宜开发资源，建成特色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让群众过上更
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为
想方设法让村民增加收入，上甲
斗村采用了“协调投入劳务、组织
技能培训、发展特色产业和引进
社会力量助力脱贫”等多种方式。

贫困户四郎肯得一家4口
挤在一间破烂的房屋里，女儿
登初在2岁刚学会走路的时候
就与健康的孩子不一样，走起
路来一瘸一拐的。

四郎肯得带着女儿去医院
检查，检查结果显示，登初跛脚
的原因是患上了先天性髋关节
脱位。为治好女儿的病，四郎肯
得拿着借来的钱四处求医，但
是女儿的腿疾仍然不见好转。

四郎肯得又带着女儿来到
成都医治，在一家医院排队挂
号的时候，由于语言沟通上的
障碍，四郎肯得在与别人交流
时，错误的理解要想治好女儿
的病，每天要花4万元钱。面对
天文数字般的治疗费用，四郎
肯得连号都不敢挂了，带着女
儿直接回到了老家。由于贫穷，

女儿的病被一拖再拖。
2019年，省委政法委机关

党委书记刘晓卫在得知登初的
情况后，马上与成都市第五人民
医院进行对接。通过一系列帮扶
政策和减免医疗费用，医院为登
初成功进行了手术治疗。身体康
复后，登初可以像其他小女孩一
样，穿上漂亮的裙子跳舞了。

缺乏知识和技能，一直是
很多贫困户致贫的主要原因。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
了尽快让有劳动能力、有就业
意愿却无劳动技能的贫困户走
上脱贫致富路，切实增强贫困
人口自身的“造血功能”，激发
内生动力，上甲斗村所在的杨
各乡定期组织各种技能培训，
让贫困户拥有一技之长。

通过培训，四郎肯得学会
了木工装饰的手艺。通过考试，
他还拿到了驾照。现在，四郎肯
得通过跑运输，做木匠，一天能
挣两三百元。经过各种扶贫帮
扶政策，四郎肯得一家人住进

了新修的两层楼房。高原乡村
贫穷的根源在哪里？归根到底
还是致富无门。交通闭塞，没有
好的产业，家庭困难的村民更
多的只是在地里靠天吃饭。

“扶贫必扶智，用科学的态
度营造扶贫扶志的环境，转变
一些群众‘等靠要’的观念，才
能解决脱贫问题，引导民众自
力更生、主动参与乡村建设。”
杨各乡乡长德甲告诉笔者，
2014 年以来，蔬菜种植、旅游
接待、餐饮服务、摩托车维修、
藏式建筑等实用技术培训，在
杨各乡开展得如火如荼。各村
的群众只要有兴趣，就可以来
培训地点免费报名学习。据统
计，截止 2019 年底，杨各乡开
展了各类实用技术培训12次，
覆盖全村7个村1238人次。

另一方面，自实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以来，杨各乡把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与脱贫攻坚“整
村推进”相结合，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的原则，立足村情实

际，依托地缘、资源和产业等优
势，积极找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的切入点，努力探索出各具特色
的乡村产业发展路子，帮助贫困
农牧民摆脱贫困、增收致富。

如今，在驻村工作队的精
准帮扶下，杨各乡的集体产业
发展风生水起。集体蔬菜大棚
的建成，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
已经为村民们带来了收益。乡
村精品酒店卡喇亚卓已经竣
工，一幢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
乡村酒店热情迎接着八方来
客。杨各乡在集体经济发展中，
鼓励全体村民入股集体产业，
并撬动社会资金、金融资金参
与产业发展，把资金投入到乡
村旅游、特色农牧业等优势产
业项目上，群众按持股比例获
取分红，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扶贫不能只靠‘扶’，要多措
并举，激发内生动力，实现贫困群
众物质与思想上的同步脱贫。确
保‘脱真贫、真脱贫’，让脱贫成果
经得起历史检验。”德甲说。

扶志扶智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一条平整光洁的水泥路将
上甲斗村和县际公路主干线连
接起来。5.4 公里的乡村公路，
联通村里的每一家住户。这是
上甲斗村脱贫攻坚的重点建设
项目之一。整洁的村容，气派的
藏式楼房，标准化的篮球场
……眼前所见，让人难以置信，
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深度
贫穷村。

“以前村里全是泥巴路，天
晴的时候，风一吹全是灰，连对
面有人都看不清楚。遇到下雨更
恼火，到处都是稀汤汤，一脚踩
下去溅起一身的稀泥。”村支部
书记泽它滚说。“现在好了，水泥
路修到了家家户户的门口，下雨
天大家出门也不怕脏了。”

除了宽敞平坦的水泥路，
数十盏路灯在道路两旁逐次排
开，延伸到村子的深处，晚上，
路灯点亮，村民们再也不用摸

黑出行了。
山上的雪消融后化成溪流

淌过村庄，将上甲斗村一分为
二。小溪上，飞架起一座水泥石
墩桥，潺潺溪流拍打着水中的石
头。村民柔娜骑着一辆三轮车从
桥上平稳通过，“以前都是铺的
简易木板桥，风吹雨淋，有些木
头都朽了，人走在上面提心吊胆
的。牵着牦牛过河，牦牛都不敢
上桥，还有人不小心踩进了桥上
的缝隙伤了脚。”如今，在上甲斗
村通往各个村民小组的必经之
路上，架设起了3座水泥石墩桥，
坚固的石墩桥切实解决了村民
出行安全的问题。

糌粑是村民的传统主食，
它由青稞洗净、晾干、炒熟后磨
成的粉揉制而成。由于年久失
修，村上旧的水磨坊早就“罢
工”了。村民们要想磨制青稞
面，就要背着青稞到71公里外

的色达县城去加工，因为交通
不便，村民们天亮就得出发，直
到天黑才能回来。

韩为是省委政法委派驻上
甲斗村的村干部，在收集村民
的意见时，他发现大家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希望有一个
磨坊。为顺应民心，韩为经过实
地调查征询群众的意见，在和
村委会的干部商量后，大家最
终决定采用传统的建筑工艺修
建水磨坊。

不多久，村里的小溪旁落
成两座水磨坊。水磨坊的建成，
不仅解决了村民磨面吃饭的迫
切需要，也是扶贫工作凝聚民
心，汇聚民智的具象。

夕阳西下，上甲斗村迎来了
一天中最闹热的时候，外出劳作
了一天的人们回到了村子里。晚
饭过后，大家三三两两在村道上
散步。村里修建的户外健身场

所、活动室、农家书屋，成为了村
民们运动、休憩、读书的好去处。

上甲斗村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在同步展
开。在农家书屋里，养殖、种植、
小说、童话、法律、历史等方面
的书籍种类繁多，这里也是村
民们常来光顾的地方，由于有
不少儿童读物，孩子们常常带
着家长一起来看书。如今的上
甲斗村，已成为经济发展、民族
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的文明村。
2019年，上甲斗村被评为全州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经过五年的砥砺奋进和实
践，“两不愁三保障”在杨各乡得
到全面落实。一条条硬化道路延
伸远方，一幢幢藏式民居拔地而
起，村容村貌发生天翻地覆的巨
变，老百姓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改
善，牧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和安全感明显增强。

昔日贫困村今日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