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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辽源的
扶贫工作成果显著，所有贫困村和贫
困户都成功甩掉了贫困帽子。对于没
有谋生能力的特困户，通过低保、医疗
救助、产业分红、残疾人救助等措施提
高他们的收入，以“两不愁三保障”让
他们的在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生
活各方面均已得到保障。对于贫困
村，大力发展扶贫产业，积极与优质企
业合作开展帮扶工作，“第一书记”带
领全村人共寻发展致富之路。实践证
明，致富有盼头了，人精气神自然也提
起来了。发展的势头强劲了，脱贫致
富的目标自然能实现。实现辽源地区
全面脱贫，这是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的

结果，也证明只要向着正确的方向奋
斗，我们一定能战胜贫困。

在收获成果的同时，也不能忽视
隐患的存在。贫困暂时摆脱了，导致
贫困的根也要一一铲除。对那些谋生
能力较差、承担风险能力不足的低收
入人群，以及目前摆脱贫困，但容易返
贫的脱贫不稳和边缘人口，不仅要加
强风险监测，更要为他们拓宽谋生渠
道，让他们不只是拥有“一技之长”，而
是有更多、更稳定的来钱渠道，家底更
丰厚了，才有对抗风险的底气。同时
也要认识到，想保护脱贫工作的胜利
果实，就不能满足于当下，目光也不能
仅局限于贫困人口，要把相对贫困人

群纳入关注范围，更不可因一时胜利
掉以轻心。

全面脱贫只是一个小目标，小康路
上更不能有人掉队。以发展带动经济
增长，加强产业就业扶贫、提升低收入
人群的致富能力是最有效地脱贫防返
途径。一方面，我们仍要抓好龙头企业
培育和特色品牌打造，提升项目带富能
力，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另一方面，
不仅做到物质扶贫，也要抓好精神扶
贫，做好扶贫扶志、教育扶贫等工作，从
根源上掐灭某些“人为”的致贫诱因，从
而达到标本兼治去“穷根”。

脱贫攻坚并不只是一场胜利就能结
束的战役，虽然目前我市已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但后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
何保护好脱贫攻坚的胜利果实，小康路
上无人掉队，仍需我们继续共同努力。

脱贫，只是小康的开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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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近年来，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

力，我市43个贫困村全部摘帽，8522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19年新纳入的1名贫困人口收入已
经达标；教育、医疗、住房、饮水得到安全保障。

贫困的帽子甩掉了，是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为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干群齐心协力，努力克服
疫情影响，采取有效措施，付出艰苦努力，巩固了脱贫成果，以顽强拼搏的奋斗激情和感人至深的脱贫故
事，唱出一曲曲辽源人脱贫奔小康的动人凯歌。

唐成，东丰县民政局慈善会秘书长、
“爱在鹿乡”志愿者协会发起人。十年如
一日扶贫济困，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
的身影。尽管只是县民政局的编外聘用
人员，月工资不到三千元，家里上有耄耋
之年的老母亲，下有一双读大学的女儿，
但善良的一家人依然坚持每年拿出
5000元钱做慈善。2016年，他和爱人一
同创办了东丰县“爱在鹿乡”志愿者协
会。几年来，团队由起初的几十人发展
到如今的上千人——扶贫济困、捐资助
学、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唐成与外地企业合作慈善项目，企
业实现了盈利，给他分了 9万元钱作为
回报。随后，唐成就将钱全部捐给志愿
者协会，作为扶贫教育基金。多年来，
唐成个人捐款捐物合计 30余万元，帮

助贫困群众上百人，常年资助贫困学生
50余人。

如果说政府力量是脱贫攻坚的“大
动脉”，那么社会力量就是更灵活、更细
致的“毛细血管”。为引导社会各界爱
心力量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助力家乡
打赢脱贫攻坚战，唐成积极探索“志愿
活动”和“脱贫攻坚”的有效结合，充分
发挥民间社团组织的作用，创新服务方
式，奉献社会关爱。团队先后开展了以

“志愿服务我先行、脱贫攻坚当先锋”
“携手脱离贫困、同心收获幸福”等多项
获得省级表彰的优秀扶贫志愿服务项
目。三年多来，在唐成的带领下，“爱在
鹿乡”志愿者协会相继开展扶贫志愿服
务活动150余次，参与志愿者3000余人
次，为困难群众捐款捐物累计 30余万

元，帮扶上百户困难家庭。志愿团队还
与皇家鹿苑创业园、美发培训学校、家
政服务公司等进行合作，研究产业扶贫
项目，为困难家庭提供创业、就业和学
习培训的机会。利用志愿者内部资源
优势，帮助贫困村、贫困群众销售滞销
的农副产品，助力脱贫攻坚。还先后携
手东丰县妇联、县民政局、县扶贫办、县
卫健局、团县委、县关工委等单位，集中
开展了以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关爱
贫困母亲、关爱贫困留守儿童等大型志
愿服务活动，获得了极佳反响，得到了
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扶贫感言：“世界并不缺少美，而是
缺少对美的发现。同样，世界并不缺少
爱，而是缺少释放爱的契机。”

——唐成

扶贫济困的先行者
——记“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 唐成

2002 年，新疆小伙儿郭慧勇与辽
源姑娘结婚，成了辽源女婿。2004年，
他和妻子回到辽源，经营一家物流公
司。2014年，成立吉林省东峻科技有
限公司。2017年开始，他带领团队积
极响应精准扶贫号召，充分利用公司
现有资源，投身于扶贫攻坚的战役
中。采取技术扶贫、项目扶贫、电商扶
贫的方式，重点带动贫困村和贫困户
脱贫致富。目前，郭慧勇被吉林省科
技厅评定为法人科技特派员、东辽县
科技扶贫专家组成员。公司已经是吉
林省五星级扶贫龙头企业，运营的东
辽智慧农业产业园被科技部评定为

“国家级星创天地”。
起初，郭慧勇只是想在辽源本地将

物流公司经营好。东北物流业务中，主

流当属农产品，可当他接触、运输的农
产品，都难登大雅之堂。不是质量不
好，只是没有进行系统的筛选分类、二
次包装。于是，他开始拓展相关业务，
一干就是 10年。也因此，他对农业发
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农民兄弟产生
了深厚的感情。2014年，他带着科技兴
农的愿景成立了吉林省东峻科技有限
公司。此时的郭慧勇也已经爱上了这
片黑土地，与当地农民建立起了割舍不
下的情缘。

2015年，郭慧勇投资 2000万元在
东辽县建设东辽智慧农业产业园，打
造集农特产品的研发、示范、推广、种
植、培训、包装、加工生产、电子商务销
售全产业链发展的现代农业科技园
区。

2017年，郭慧勇不计个人得失，全
力兴农、助农。四年来，郭慧勇带动东
辽县 9个贫困村建设扶贫项目基地，连
续 4年为 139户贫困户分红，资金总额
达 94万余元，支出农民工工资 280万
元。其公司被东辽县人民政府评为
2017年度“脱贫攻坚先进企业”；被吉林
省扶贫办评为 2019年度“吉林省五星
级扶贫龙头企业”。

16年前的这个新疆小伙儿，已成为
如今有担当、有情怀、有作为的辽源扶
贫企业家。

扶贫感言：“通过近几年在辽源的
项目运营，我看到了辽源人脱贫攻坚的
信心和决心，我为我是辽源女婿而荣
幸，我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

——郭慧勇

辽源女婿的“扶贫之路”
——记“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 郭慧勇

他是扶贫产业发展的“带头人”、是
村民的“引路人”、贫困家庭的“知心
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带动黄
牛养殖业增规模。他，就是吉林省辽源
市东丰县那丹伯镇新华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耿大军。在他的带领下，原本基
础设施薄弱、干群关系差、经济收入低
的省级贫困村，经过多年努力，已实现
全部脱贫，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情系乡里、迎难而上。耿大军就
是这样一个感恩过去、不忘来路的
人。小时候，耿大军随父亲搬迁到新
华村生活。十几岁时，他便开始在那
丹伯镇黄牛市场贩卖黄牛，跟着父亲
维持家中生计。随后，他把握时机开
始独立创业，凭借着一个农村孩子坚
韧不拔的毅力，成为远近闻名的黄牛

经纪人。自己赚钱了，没有忘本，更没
有忘记家乡的乡亲们。2014年，新华
村原支部书记离职卸任，耿大军得知
后主动请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之后，
他便一心扑在新华村的建设上，帮助
贫困户、低保户家庭申请办理危房改
造、劳动就业；帮助患有脑血栓、行动
不便的贫困户牛占海向残联申请手
仗；照顾下身瘫痪村民刘炳贵；为了帮
助留守照顾家庭的贫困妇女增收，他
还登门拜访衍纸画教师，成功地把衍
纸画教师请到了新华村……这样的事
情不胜枚举。

梦想家好做，实干家难当。耿大军
下定决心，一定要用一身养牛的本事，
带动乡亲发家致富。他筹划开展扶贫
帮扶活动，经纪人被他的真情感动，纷

纷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他帮助贫
困户申请贷款，让很多连公牛母牛都分
不清的人加入了养殖黄牛的行列。黄
牛养殖成为新华村的特色经济，2019
年，村里养牛户均收入达到了 4万元，
预计2020年户均增收10000元。

为了改善村部服务群众环境，争取
资金 10万元，改建村部使村庄环境大
变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耿大军
的努力下，村民满意度逐年增加。新华
村的乡村振兴建设再上新征程，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乡村画卷正
徐徐展开。

扶贫感言：“我是喝着新华村的水
长大的，新华村的父老乡亲都是我的亲
人。当新华村党支部书记，我就是要为
村民做实事、做好事。” ——耿大军

情系乡里，务实重行抓产业脱贫
——记“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 耿大军

顾天佑是工农乡大良村土生土长
的农民、中共党员，先后荣获 2016年度

“吉林好人”、2017年度“辽源好人”称
号。顾天佑于 2005年开始经营顾大鱼
庄，经过 15年的发展，创建了辽源市龙
山区顾大鱼庄烤全羊品牌。

致富不忘党恩。作为一名中共党
员，在顾大鱼庄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顾
天佑心中一直念着一定要为家乡人民
做点事。面对大良村底子薄、经济基础
弱、土地集约利用率低这个实际情况，
顾天佑主动同村里、乡里沟通对接，推
动一产和三产融合发展，鱼庄与周边大
良村民签订绿色食品的供应协议，以高
于市场价收购村民种植的各种农副产
品，实现产销对接，提高村民收益，并主

动提出村集体可以入股顾大鱼庄，这相
当于把自己的收入分给了集体、让给了
村民。2019年初，顾天佑深刻认识到绿
色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响应上
级号召，积极加入涵养林建设，植树万
余株。今年初，打造芍药花海的项目，
积极探索绿色发展之路，让村民以绿水
青山和百亩花海为基础自主发展乡村
旅游项目，提高收入水平。

随着顾大鱼庄的不断发展和知名
度的提升，面对发展和村民就业的双重
压力，顾天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优先安
置村里的贫困户。聘请专业人员进行
教授培训，逐步提升全体员工的服务水
平和专业技能。针对村里重点建档立
卡贫困户，顾天佑全力出资出力，积极

配合村委会开展扶贫工作，采取“三
招”，即扶智、对症、摘帽，确保大良村扶
贫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脱贫攻坚
开展以来，累计帮扶贫困户 21 户，其
中，达标摘帽 21户，按照既定目标，今
年底前将百分之百完成脱贫任务。

选择扶贫，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预示着奉献和付出。顾天
佑就自掏腰包，对贫困群众送资金、送
技能、送服务，长此以往。

扶贫感言：“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伟
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
出来、干出来的。我也是农民的儿子，
力所能及地帮扶父老乡亲，是我应该做
的。大家过上了小康生活，我们的国家
就更加富强了。” ——顾天佑

脱贫攻坚追梦人
——记“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 顾天佑

近年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热潮下，许万才怀揣创业梦想和对家
乡的眷恋，将在外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
经验带回乡村。他把经历当成宝贵财
富，把诚信当成终身守则，把家乡脱贫、
带领乡亲致富当做原动力，无惧无畏、
敢想敢做。

许万才，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村
孩子。从求学到工作、创业，可以说他
都是幸运的。2003年，他在吉林农业
大学毕业后，签约了吉林德大有限公
司，先后担任肉鸡养殖场技术员、技术
厂长职务。2007年，许万才受公司委
派到泰国正大公司学习肉鸡养殖技
术。之后，他怀揣返乡创业的梦想，毅
然辞去了在德大公司的稳定工作，于
2008年在自己的家乡树安村四组建立
了肉鸡养殖场，成立了东辽县树安村

万力养鸡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村民
一起搞肉鸡养殖致富。

2016年，机缘巧合，许万才所在的
树安村被定为全县重点贫困村。经过
帮扶单位和村里决定把笨鸡养殖作为
扶贫产业，由许万才的合作社负责技术
和育雏并全程跟踪及后期相关产品销
售等工作。到 2019年底，合作社累计
帮助贫困户销售笨鸡蛋、笨鸡等，累计
收益达 23万元。四年来，徐万才累计
为贫困户分红 6.84万元。2016年 9月，
他组建了白泉镇树安村电子商务便民
服务中心。在市（县）包保领导和包村
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他的电商服
务中心覆盖周边 5个村。公司除了在
代卖农产品、土地流转和用工方面带动
贫困户增收，在技术培训上电商中心通
过和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达成协议，

通过扶贫扶志来助力扶贫攻坚。对许
万才来说，最大的收获，还是父老乡亲
们对他的认可。

在合作社发展的同时，许万才也立
志要帮扶全县乃至全市更多的贫困户
发展笨鸡养殖业，助力扶贫攻坚取得全
面胜利。许万才说，既然许下诺言，就
会以决策者的将帅风范带领他的养鸡
专业合作社和电子商务公司大步向前，
为当地百姓脱贫和地方经济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扶贫感言：“我是党和国家培养的
农民大学生、农企经营者，更是好政策
的受益者。一路走来，我收获了很多。
所以，我必须尽自己所能为党和国家、
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自己的生活
好了只是基础，通过带动，让身边的人
富起来，才更有意义。” ——许万才

敢想敢做的致富带头人
——记“省脱贫攻坚奖”候选人 许万才

奉献者——

受益者——

西安区灯塔镇金河村
二组贫困户邱宝安：“原先我
家住的是土瓦房，夏天漏雨，
冬天漏风。但我家享受到了

政府的‘危房改造’政策。现
在，夏天不用害怕刮风下雨
了，冬天也不受冻了。这都
是党和政府的浓浓真情啊。”

“党和政府暖心窝”

“‘扶贫’重燃了我们全家的希望”
东丰县东丰镇今胜村

一组建档立卡贫困户韩行
富：“我家被纳入贫困户
后，通过各级包保领导和
单位帮扶，儿子上了技校，
还享受每学期 1500元的补
助。2018 年，驻村干部和
乡（镇）领导为我家办理了

小额信贷，免息贷款 5 万
元，并安排专业人员传授
黄牛养殖技术。目前，我
家有大小牛 12头，彻底脱
了贫。我一定不辜负党和
政府的殷切希望，把日子
过好、把牛养好、把学到的
技术传承好。”

东辽县凌云乡双龙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孙成君：

“我因下肢瘫痪，丧失劳动
能力，成了村里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但是，因为各项扶
贫好政策，我实现了‘两不

愁三保障’。我现在住的房
子就是 2019年政府帮着新
建的。冬暖夏凉，宽敞明
亮。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出
门溜溜弯儿，坐着轮椅享小
康。”

“坐着轮椅享小康”

龙山区寿山镇大良村
三组村民陈东山：“2018年
底，我家正式脱贫。那一
年我 88岁。现在我的生活

非常好，住得舒适、穿得
暖，看病有保障。有这样
的党和政府，我想再活一
百年。”

“我想再活一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