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0 月 17 日上午，北京。 在全

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先进事
迹报告会现场， 台上报告人杨宁
满含深情诉说心路历程。 台下数
百名听众深深沉浸在获奖者讲述
的一个个感人故事中。

杨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
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江门村
村委会主任、2020 年全国脱贫攻
坚奖获奖者之一。2010 年，大学刚
毕业的她放弃在南宁一家公司的
就业机会， 回到贫困的大苗山当
起大学生村官。

凭借一腔热情和家人支持，
她尝试了很多扶贫项目， 但这一
路并不顺利。帮村民卖竹子，带头
种辣椒、葛根，发动村民用苗族传
统的“稻+鸭+鱼”共作模式种紫
黑香糯米……有过亏本、 有过失
败， 但困难没有阻挡她改变乡村
面貌的脚步。

2017 年， 村民种的紫黑香糯
米大丰收， 贫困户杨梅秧含着泪
水对她说：“正因为跟着你干，我
们家才顺利脱了贫！ ”当年，江门
村实现了整村脱贫。

真心换人心，
人心增信心———

“有人笑话我说你这是疯子
的想法、傻子的做法。 我想：为了
前何村早日脱贫， 我就是要疯着
干，为了村民有福气，我宁愿冒傻
气！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厂镇
前何村第一书记韩宇南自掏腰包
5 万多元购买辣椒种子给村民，妻
子潘丽英也放弃城市生活陪伴他
做了一名扶贫志愿者。

“如果说第一次驻村是听从
党的召唤， 第二次驻村则是我的
使命、责任和担当。 ”韩宇南语气
坚定地说，“今年看到乡亲们再次
联名挽留我的红手印， 我第三次
向组织递交了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的申请书。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不是因为有希望才选择
了坚守山村教育， 而是认为只有
坚守才有希望。 ”报告台上，江西
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
点教师支月英深情诉说。

“一生只为一事来”，这是支
月英的人生信念。 从“支姐姐”到
“支妈妈”再到“支奶奶”，40 年来
她扎根泥洋小学和白洋教学点两
所深山学校， 牵手一代又一代山
里娃走出大山。 从肩挑手提教学
用具和生活用品步行 20 里山路
到骑坏 6 辆摩托车， 支月英不记
得经历过多少次风吹雨打。 她说，
最大的安慰是山里的学校从漏风
漏雨的泥巴房变成崭新的教学
楼， 从原先女孩不上学到如今没
有一个辍学的孩子。

在一本大红色的《2020 年全
国脱贫攻坚奖光荣册》上，有两位

特殊的获奖者： 因公出差遭遇交
通事故去世的王小权和因病去世
的糜林。 王小权生前是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老屯
乡党委副书记、长滩村第一书记，
糜林生前是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
业科学研究所果树研究室主任。
他们的名字以加黑框的方式给世
人留下永恒记忆。

汗水、泪水、欢笑。打响脱贫攻
坚战以来， 全国共派出 25.5 万个
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 290多万名
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
单位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
部，把青春和希望洒在一个个曾经
的贫困村。他们在脱贫攻坚战场上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而 1200
多名牺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上的扶贫干部，其事迹将被后人传
颂、精神将不朽于人世！

这信心，也激荡在千千万万
个曾经的贫困户身上———

马金莲， 山西吕梁山区的一
名贫困家庭妇女， 从一名保洁员
干起， 成长为北京一家家政公司
的业务经理，3 年前返乡创业办起
家政公司， 带动 200 多个贫困户
实现稳定脱贫；

王万才，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
县城郊乡王庄村村民， 在扶贫干
部帮扶下丢掉思想包袱、 放下酒
瓶撸起袖子加油干， 搞起特色种
植和加工， 脱贫后还当上了合作
社副理事长；

王昭权，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沙子坡镇四坳村
村民，因自幼患小儿麻痹症无法正
常站立行走，仍克服身体障碍手脚
并用靠养牛实现年收入超 2万元；

张顺东、李国秀夫妇，云南省
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村民，
两口子加起来只有一只手和一双
脚，在脱贫路上不等不靠，与村民
同步奔小康，活出了人生价值；

……
从曾经的贫困户到全国脱贫

攻坚奖获奖者，他们坚定信心、自
强不息，用双手改变命运，书写了
最美的人生！

报告会现场，有人认真记录，
有人颔首微笑，有人潸然泪下。一
次次热烈响起的掌声中， 昭示着
一个朴素的真理———只要有信
心，黄土变成金！

在受表彰的获奖者中， 有脱
贫致富群众、 村两委班子成员和
大学生村官、 村级经济合作组织
负责人、脱贫致富带头人，也有中
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 民主党
派和工商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人民团体、 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
派出的挂职扶贫干部、 第一书记
和驻村工作队员，还有社会组织、
非公有制企业、公民个人等。

从一位位脱贫攻坚奖获奖者
展示的风采中，人们看到，小康路
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历史承诺成
为现实， 曾经的贫困户正在奋力
奔向更好的日子！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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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累计有近 700 万
贫困残疾人实现脱贫

残疾人脱贫攻坚取得显
著成效

残疾人脱贫是脱贫攻坚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关乎打赢脱贫
攻坚战， 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贫
困残疾人脱贫攻坚迎来了难得
的重大机遇， 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历史性成绩。

一是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的数量大幅减少， 贫困残疾人

“两不愁、三保障”得到有效保
障， 自我脱贫自我发展的意识
和能力明显增强。

二是各级党委、 政府进一
步加大对贫困残疾人的帮扶力
度， 残联组织会同有关部门积
极推动政策落地， 不断创新帮
扶方式， 提升了贫困残疾人减
贫成色。

三是探索总结出“基层党
组织助残扶贫”、“康复扶贫”、

“居家无障碍改造扶贫”、“特殊
教育扶贫”、“助盲就业脱贫”、

“云就业脱贫”、“助残扶贫基地
辐射带动扶贫”、“资产收益助
残扶贫”、“贫困重度残疾人托
养照护服务”、“社会组织助残
扶贫”、“残疾人自强脱贫示范
带动” 等一系列解决“因残致
贫”的典型案例，鲜明生动释放
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残联在论坛上发布了
《解决因残致贫问题的中国方
案》。全书分为九章，由 41 个残
疾人扶贫案例组成， 汇集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对残疾人
脱贫攻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策
略， 围绕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

基层党组织助残扶贫、 康复扶
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产业
扶贫、东西协作扶贫、兜底保障
扶贫、社会参与扶贫、树立脱贫
先进典型的重点工作， 总结提
炼经验，梳理工作成效，分析举
措方法， 深入展现各地在残疾
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的
创新和智慧， 提供了一个个破
解“因残致贫” 问题的典型案
例， 真实诠释了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方略的力量。

“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
式给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注入了
一股活水， 破解了基层治理难
题， 补了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
的短板。 ”驻马店市残联理事长
张银良表示。

吉林省长春市“善满家园”
创办人胡艳萍说：“我们将不断
创新探索，通过精准培训，将岗
位匹配的技能传授给农村贫困
残疾人，通过把残疾人脱贫攻坚
融入乡村振兴建设，让更多贫困
残疾人由被同情者、受益者向参
与者、建设者转变。 在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再迈新台阶。 ”

残疾人相对贫困问题长
期存在

尽管我国在残疾人脱贫攻
坚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问题依然存在。

夏更生表示，目前，距离打
赢脱贫攻坚战还剩不到 80 天，
必须争分夺秒、快马加鞭，落细
攻击点位、下足绣花功夫，全面
完成剩余贫困残疾人脱贫任
务，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

要全面排查解决贫困残疾
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 全面完成
剩余脱贫任务。 对因残致贫返
贫问题，随时发现随时解决。要
研究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保
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健
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对有返贫风险人口和边缘人口
提前采取帮扶措施。 要加强残
疾人扶贫工作总结宣传， 对五
年来残疾人扶贫脱贫的鲜活的
案例、生动的故事深入挖掘，全
面宣传残疾人脱贫攻坚伟大成
就。 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残疾
人扶贫，激励更多的社会组织、
企业、个人参与扶残助残事业。

据中国残联残疾人事业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厉才茂介绍，
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
中心联合开展的残疾人相对贫
困问题研究显示， 残疾人相对
贫困问题是一个长期的、 结构
性问题， 在未来一个时期将更
加突出， 本质上不是生存问题
而是发展问题， 治理的重点仍
在农村。

中国残联副主席、 副理事
长程凯强调， 在看到脱贫攻坚
阶段已取得成效的同时， 仍要
清醒地认识“因残致贫”的长期
性和复杂性，以及解决“因残致
贫”问题的艰巨性。 他指出，在
推进全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的过程中， 一要稳定建立起精
准监测与帮扶机制。 二要进一
步完善“因残致贫”家庭的社会
救助制度。 三要发挥市场机制
在解决“因残致贫”家庭经济困
境中的撬动作用。 四要持续引
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助残扶
贫。五要加强和改善乡村为“因
残致贫”家庭服务的能力。六要
不断引导激励自强脱贫。

在奋斗中书写最美人生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获奖者群像扫描

� � 年轻就是本钱， 摔倒了
还可以站起来！ ”

论坛现场

“脱贫攻坚以来，累计有近 700 万贫困残疾人实现脱贫，贫困残疾人收入大幅提高，生产生
活条件明显改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为脱贫攻坚圆满收官打下良好基础。 ”国务院扶贫
办副主任夏更生表示。

10 月 14 日，2020 年 “全国扶贫日” 来临之际， 中国残联和国务院扶贫办在京联合举办
“2020 年全国扶贫日系列论坛———残疾人脱贫攻坚论坛”，论坛主题为“解决因残致贫问题的中
国探索”，夏更生出席并讲话。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