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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梅花

“有突然陷入贫困、精神一蹶不振的；有
吃扶贫羊，‘等靠要’思想迟迟卸不掉的；还
有干上俩月就辞掉扶贫老板，产业扶贫落空
的……如果这些精神上的毛病看不好，啥样
的好法子都很难奏效。”2016年12月19日，曲
阜市陵城镇玄帝庙村党支部书记张忠义提
起愈发精准的扶贫政策，透露出对精神贫困
比物质贫困更难治的隐忧。

为弥补扶贫领域中不可忽视的“精神扶
贫”空白，曲阜市果断从教育、传统文化等领
域介入，一系列做法初步展现出效果。

以传统文化营造脱贫环境———

一家贫困全村支援
2014年对曲阜市陵城镇玄帝庙村35岁的

孔庆荣来说非常残酷。短短半年时间，主掌
农事家事的婆婆和打工养家的丈夫相继因
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去世。“天”没有任何征
兆地塌了，这个家瞬间沦为贫困户，而过去
很少做农事家事的孔庆荣从此一蹶不振。张
忠义看在眼里，“偷偷”请村里的儒学讲师给
村民讲了一堂量身定制的“邻里关系”相处
技巧课，目的就是想通过营造环境帮一家人
走出心理阴霾。

从那以后，不论谁看到她形单形只上
下学的小儿子张新发，都会主动把他接上
车；她家里八分地的葡萄，村里的种植户
们主动排起了班、轮流看护，收获时葡萄
一粒都没少；村妇女主任、村里的女党
员、周遭的女街坊更是隔三差五地去她家
串门。慢慢地，孔庆荣终于重新振作起
来，这个家开始有了起色。

“对因病、因祸突然致贫的家庭而言，突
如其来的巨大创伤常会使人一蹶不振，如
果周围的人再闲话不断，很容易形成长期
的心理负担，更不用说那些家中有重病、
残疾成员的家庭了。”曲阜市扶贫办主任

孔祥龙表示，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贫
的效率和质量。

从重拾尊严到重树信心———

200盆菊花斩“穷根”
“老颜快开门，今年的菊花到了，该忙活

的得忙活起来了哈。”2016年10月14日，又到
了菊花盛开的季节，时庄街道八里庙村贫困
户颜成才和去年一样，收到了村里送上门的
200盆菊花和30盆金银花，他抓紧换了身干净
的衣服，把十几盆开得正旺的菊花装上三轮
车，急急忙忙去赶早市。

幼年时期，55岁的颜成才因医疗事故落
下了右手不能动的残疾，再加上折磨他近十
年的心脏病，一直孤身一人的他渐渐养成了

好吃懒做的习惯，除了吃低保，没什么养活
自己的手艺。

为真正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愿望，八
里庙村建设了400亩苗木基地，吸纳本村及
周边村贫困户32户86人持财政扶持资金入
股，现在每人每年能有790元的盈利分红，再
加上在基地打零工收入，像颜成才这样的老
贫困户，完全可以通过劳动实现脱贫。

帮助贫困户树立人生目标、提升认知能
力，摆脱“人穷志短”的“穷根”，重点就在于
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对此，曲阜市各村
都根据自身特点引入了重在提升技能的扶
贫项目，在为贫困户量身定岗的同时，涌现
了一批诸如防山镇送扎鞋机、息陬镇为贫困
户提供市场摊位等具体做法，在提升贫困户
自强、自信意识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殊人群特殊帮扶———

贫困儿童可接受培训
家住时庄街道东坊岭村的王莲秀是个

可怜孩子，几年前，父母意外双亡，稚气
未脱的她被迫跟大爷一起生活，家庭变故
让这个原本开朗乐观的孩子一下变得内
向，有时还表现出自闭的倾向。了解情况
后，曲阜团市委给她在曲阜市星光口才培
训学校报了普通话培训班，“逼”着她和
人接触，并接受一系列的心理、形体等训
练，丰富的培训内容让小姑娘一步步重拾
自信，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贫困家庭儿童是贫困户中的特殊群
体，成长多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高度自立
自强、成为人生的强者；要么随波逐流，甚至
走上歧途。”曲阜团市委副书记邱波告诉记
者，这受制于孩子自身的意志，更取决于教
育和引导的方式。曲阜团市委将像王莲秀一
样的孩子纳入专项帮扶计划，送他们免费接
受普通话、记忆训练等社会培训，一方面鼓
励他们多与人接触，积极融入社会；另一方
面变相解决贫困家庭无力辅导课业的问题，
受到广泛欢迎。

从团市委创新“4+1”工作法，开展学校
结对、学生结对、辅导员结对、团干部结对，
专门促进贫困儿童成长；到妇联借助社会力
量，组织爱心企业、爱心妈妈将扶贫与扶志、
扶智结合起来；再到学校、镇街开展的有计
划的心理疏导和课业辅导，一张围绕贫困家
庭儿童的保护网正越织越密，而老人、残疾
人等特殊贫困户群体也都在接受不同的精
神照料。

“以贫困老人为例，我们不仅率先在全
省推出互助养老服务，更在各村设立专职公
益岗位，专门为贫困老人提供精神和健康服
务；而同样在各村设立的孝老基金会，则是
从物质领域给予老人更多关照。”曲阜市委
书记刘东波表示，“只有先治好比物质更贫
困的精神贫困，精准政策才能精准施效。”

治好比物质更贫困的精神贫困，精准政策才能精准施效———

精神扶贫的曲阜实践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朱大华 刘长春

2016年12月3日一大早，汶上县中都街道办事处阙庄村的10
多位村民赶到县医院看望一位住院老人，老人和他们非亲非故，
一脸茫然。一位村民握着老人家的手说：“殷书记为了俺村的事
耽误了照顾娘，俺心里过意不去啊！”

小殷书记是汶上县城市管理局派驻阙庄村的第一书记殷跃
东。驻村后，原来就患有心脏病、尿毒症等病的老娘病情加
重，他一边实心实意为村民办实事，一边照顾生病的老娘，得
到了村民一致赞扬。

一年前，阙庄村进行道路硬化，两户村民却争着要为一块没
人住的宅基地交修路费。原来他们两家都说这块空地是自己的，
可都拿不出证明来，谁家为它交了修路费也就证明了这块地归
谁家。殷跃东又是找村支书，又是找街坊邻居，费了3个小时口舌
才说动两家让了步。

修路的机器重新响起来已是晚上8点多，殷跃东急忙飞奔到
医院。母亲每周都要三次去医院透析，每次上下楼，只有他才能
背得动娘。中午12点从村里回县城将娘背下楼送去医院作透析，
他再回村继续工作，等到下午5点，再回县城背娘，安顿好家里继
续回村。“老百姓都不易，你到了村里不能负了他们对你的指
望。”这是娘常对殷跃东说的话。

2016年4月30日下午，4位村民吵嚷着来到村委会大院。一年前，
村里的小学被合并到其他校区后，原有的校区闲置下来，村民认为

“村里要将学校承包给污染企业”，便到村委会抗议。了解情况后，
殷跃东现场为村民签下含有不招污染企业项目的协议书。如今，学
校已经租赁出去改成了幼儿园，不仅没有污染，还解决了孩子们上
幼儿园的问题，更为村集体经济每年创收5 .3万元。

近两年来，殷跃东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将村务干得有声有
色：硬化28500多平方米路面，协调10万余元建设了文化广场，组
织近10次村民集体活动，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15 . 9万元。

□通讯员 张玉峰 高占根
记 者 李剑桥 报 道

本报滨州讯 2016年12月14日，在全省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上，作为典型代表现场发言的滨州市沾
化区委书记丁锋表示，截至目前，沾化区
已改造农厕69525户，占应改厕总户数的65%
以上，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目标。

“我们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制定不同
的改厕方案，采用适合本地实际的改厕模
式，防止生搬硬套和‘一刀切’。”沾化
区改厕办公室副主任张胜民介绍。

为保证改厕工程质量，沾化区邀请

省、市技术专家对乡镇办负责人、村“两
委”成员和技术人员开展集中培训，严格
落实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做到统一
规划、统一招标、统一施工、统一验收。

坚持问题导向，冯家镇针对群众担心
和疑虑的问题，提前做到防渗、防冻、防
臭、防水、防晒、保安全“五防一保”，
即采用一体吹塑罐体解决了防渗问题，储
水压力桶侧壁加设保温材料解决了防冻问
题，进粪管采用翻盖式防臭装置解决了防
臭问题，粪桶上侧加装城市井盖既能雨季
防水、防日晒，还能防止人畜闯入保安
全，确保厕改真正符合农户需求。

农村改厕“三分建、七分管”，维护
管理是保证改厕效益的关键。沾化区改厕
办技术组成员王泽一介绍，他们鼓励乡镇
办采取市场化运作、村民自治、厂家售后
服务等多种模式，负责厕改后的渣液清
运、配件供应、故障维修等管护工作，确
保厕具坏了有人修、粪渣满了有人抽、抽
走之后有效用。

粪渣处理是群众最关注的问题，下洼
镇计划投资520万元建设有机肥厂，为群众
免费提供抽粪服务，2017年5月份实现运
营。该镇需改厕15000户，年产粪水3万吨，
可制成有机肥2000吨。按有机肥零售市场

价1500元每吨算起，厂子每年可毛收益300
万元。“3吨湿粪渣可以制成1吨有机肥，
粪堆在我们眼里就是金山。”粉李村党支
部书记丁学雨说。

冯家镇专门配发抽粪车，由群众互
助、自行组织抽取粪液；部分粪液由当地
棉花、有机蔬菜等种植大户免费抽取，实
现废料还田。同时，通过新闻媒体设立专
栏集中报道，在厕所显著位置张贴使用须
知，组织技术人员入户指导等方式，让群
众及时掌握科学使用和维护方法，做到建
好一个、管好一个、用好一个，从根本上
确保了改厕成效。

农村厕改怎么改出成效？
沾化区的实践证明：尊重并满足群众意愿是关键

耿业亭：“药包干部”

一路药香

干好老乡交代的事
也是尽孝
第一书记殷跃东驻村演绎忠孝情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李峰 贾晴晴

高青县青城镇人社办主任耿业亭随身带着个小布包，走起
路来哗啦作响。同事们说，那布包简直就是个宝，它不仅能治老
耿的病，还能医治社会不良风气。

今年52岁的耿业亭20岁起就到青城镇政府工作。人们评价
他，往往用一个字，拼！

2010年6月，美国白蛾在高青爆发。那时，耿业亭担任成安管
区书记。为防治白蛾，他和同事没白没黑地泡在地里。有段时间，
耿业亭老觉着浑身乏力，起初以为是劳累所致，没太在意。拖到
白蛾防治战役结束，他去滨州医院检查，右肾囊肿，必须尽快手
术！动完手术，医生告诉他，今后他不能再干重活累活，若伤及左
肾，后果不堪设想。

出院后，耿业亭在家休养了一个来月，闲下来的他总觉得浑
身不自在，坚持要上班。实在拗不过他，老伴就给他缝制了一个
土蓝色的小布包，把7、8个药瓶放进去，反复叮嘱他工作再忙也
不能忘记吃药。随身带药包的耿业亭被同事戏称为“药包干部”。

2012年春天，青城镇开展大规模农村路网改造。这本是件
利民好事，但因为农村情况复杂，又牵扯各方利益，不少村庄
很难推进。在选择领头人时，领导认为耿业亭熟悉农村情况、
善做群众工作，就将其列为首要人选，又考虑到他患有严重肾
病，就一直犹疑不决。得知情况后，耿业亭找到镇领导，主动
承揽下这项工作。

这几年，耿业亭带领干部完成了游园小区土地迁占、广青路
青淄路拓宽道路迁占、“两区三村”改造迁占等任务。由于工作到
位，凡涉及的工程未出现一例群众上访案件。“农村群众朴实善
良，但也有人爱钻牛角尖。只要不触犯国家集体利益，找到双方
矛盾契合点，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耿业亭说。

成年累月在乡下跑，耿业亭病弱的身体有些吃不消，滑
膜炎、声带息肉、胃炎等纷纷找上身来。不少人劝他办个病
退，但耿业亭说，他这辈子就喜欢和群众打交道，让他离开岗
位就等于切掉他另一只肾。2015年，组织上安排耿业亭担任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主任。新岗位、新挑战，耿业亭一如既
往地认真细心。而陪伴在身的，是妻子重新给他缝制的桔红
色布包。

30

□孟一 报道
每当菊花上市的季节，曲阜市书院街道八里庙村的贫困户，都可到村里的菊花种

植基地挑选300盆花自己拿到市场去卖。

县域 广告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冯冬梅 王砚才 报道
本报陵城讯 2016年12月13日，德州市

陵城区糜镇李官屯村村民张希栋养殖的肉
兔又有一批出栏，200只兔子卖了6300元，除
去饲料、防疫等成本，纯挣2000多元。“这‘扶
贫免’就是好，一个月出栏一批，一年收入2
万多块。俺家的穷帽子总算摘掉啦！”张希栋
点着钞票高兴地说。

张希栋一家四口人，大儿子患有先天性
智障，小女儿在学校读书。他左手残疾，从事
体力劳动不便，想外出打工却屡遭碰壁，只

好和妻子在家务农。全家人靠几亩地为生，
年收入不到3000元，生活非常困难。2015年，
张希栋一家被列为贫困户，镇党委政府帮他
找到肉兔养殖的致富项目，并给他家送来28
只伊拉克肉兔，出资为其购置了兔笼、搭建
起兔舍，还协调肉兔养殖大户无偿提供技术
指导。

张希栋对养殖“扶贫兔”热情很高，不仅
刻苦自学养殖技术，还加入了全国肉兔养殖
微信群，经常向专家学者请教。在他和妻子
的精心照料下，肉兔繁殖、生长得很快，一个
月就能出栏一批，每批200只左右。仅一年时

间，他家就成功脱贫，并带动起村里的齐怀
华、刘长贵等4户村民一起养殖肉兔。当前，
他又投资5万元，新建成三个免棚，计划将母
兔养殖规模扩大到400只。“俺打算明年成立
肉兔养殖合作社，当一名致富能手，带领更
多的乡亲养兔发家。”他信心十足地说。

目前，陵城区已有34户贫困户通过养殖
“扶贫兔”实现脱贫。“要让贫困群众真正脱
贫致富，关键是抓实产业帮扶，帮助贫困家
庭找到增收创收的源头活水，使他们获得长
期而又稳定的收益。”该区扶贫办主任李宪
军说。

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中，陵城区以产业
扶贫为核心，充分考虑贫困村、贫困户的
生产资源、环境、劳动力等优势，制订出
特色种养、就业扶贫等多个方案，大力发
展市场前景好、群众参与广的特色产业，
积极探索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新型经营
主体扶贫等新路子，切实增强贫困户的
“造血”功能。

产业扶贫激发内生动力。2016年，该区
新建特色产业扶贫项目30个，总投资4827万
元，涉及特色种植、养殖、光伏、旅游等产业，
共涵盖贫困人口4191户、8985人。

新建特色产业扶贫项目30个

陵城区：“扶贫兔”敲开致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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