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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保障 百姓普安

如今，在普安县广阔的城市乡村，变靓的房子，四通八
达的路子，在绿水青山环抱中随处可见。上学的学子，看病
的老乡，足不出远门，就能享受到教育、医疗的便利服务，
一年四季，时尚得体的衣服想穿就穿，用的是入户的自来
水，吃的有丰富的肉蛋米油蔬菜水果，脸上洋溢着满满幸福
感与获得感的人民群众，随处可见。广大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的甜蜜，在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的征途中，继续稳步延续。

教育保障 活力四射

“天地苍苍、乾坤茫茫、中华少年、顶天立地、当自
强……”画面中宽广的操场、整齐的队伍、激昂的声音令人
震撼。

“十三五”期间，普安县青山小学建成并投入使用。走进
青山小学，学校建筑恢宏大气、设施设备一应俱全、教师队
伍神清气爽、中华少年英姿焕发、“金盾小学”闪亮发光。

“十三五”期间，普安县委、县政府围绕脱贫攻坚“两不
愁、三保障”把教育保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集中财
力、整合资源办教育，使孩子深切感受到党和国家给他们带
来的“红利”。

“十三五”期间，县委、县政府在普安县西城区高标准、
高质量规划建设一座集小学、初中、高中、职院为一体的教
育城，一期工程“普安县龙溪实验小学”已于 2019 年投入使
用，使易地扶贫搬迁的孩子们拥有了美丽的校园。在这里，
他们学在学校、吃在学校、住在学校、玩在学校，尽情享受
着学校大家庭的温暖，度过美好的幸福时光。

龙溪石砚小学学生徐雪同喜悦地说：“我家从农村搬到了
县城，现在在龙溪石砚小学读书，这里教育设施设备、环
境、教育方式等都很好，我在这里也学得正开心。”

“十三五”期间，一座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学校
集群在东城区拔地而起，高中镇海班在这里落地生根，为搬
迁新市民提供全面的优质就学保障，这些学校建筑，成为茶
源街道一道靓丽的风景。

“以前上学要翻山越岭，天不亮就要起床。”从白沙乡搬
迁到东城区的四年级学生佟安玉回忆起以前的走读生涯，依
然紧锁眉头，如今，她坐在搬迁点宽敞的教室里享受着优质
的教育，幸福感油然而生。

“十三五”期间，全县教育项目共计 199 个，总建筑面积
36.7 万平方米，项目建设及设备配置总投资 10.9 亿元。各类
项目的建设，全面推进了县域教育均衡发展，并于 2017 年顺
利通过国家县域教育基本均衡验收。如今，遍布城乡最好的
建筑是学校，最美的环境是校园，学校成了各乡镇街道一道
道最美的风景线，真是风景这边独好，学校尽领风骚。

“十三五”期间，也是普安县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
康的关键时期。为确保每一位孩子读得起书，读得好书，从
学前幼儿、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职教育、普通高校各学
段分不同类别到精准扶贫学生给予全方位资助，共资助 14.8
万人次 1.16 亿元，免学费 2.2 万人次 1500 万元、提供贷款 2.68
万人次1.7亿元。

磨刀不误砍柴功，育人还需硬功夫。过去的五年，普安
县还不断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力度，是师资队伍素质快速提升
的五年。通过实施“国培计划”“名师建设”、骨干教师培养
等 工 程 ， 选 派 校 长 和 中 小 学 教 师 参 加 各 级 培 训 35818 人
（次）。培养省特级教师、教学名师、乡村名师、骨干教师、
乡村教育家共 24 人；培养州级骨干教师、名师、名校园长
159 人；培养县级骨干教师 443 人。通过培训培养，一大批优
秀教师脱颖而出，成为带动普安县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罗丽，2019年任高三（1）班班主任，第二学期生第二胎向
学校请了产假，可是她舍不得丢下带了两年半的孩子们，于是

待小孩满月后就放弃了假期回到
同学们的身边。在班级全体教师
和同学们的努力下，全班除1人
差3分未上线以外，其余全部录
取二本以上。在一中采访时我们
还听到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他
们克服个人或家庭各种困难，在
家庭和学校的天平上选择了学校
并情注学生，他们用师德师风教
育学生、他们用人格魅力感染学
生、他们用良心良知关爱学生，
视学生如亲人，在普安一中汇聚
起教书育人的磅礴力量。

医房保障 百姓普安

“小病拖、大病挨”这句民间谚语形象地描述了千百年来
困扰群众的看病难题。

如何破解群众难题，紧扣这一民生福祉，“十三五”期
间，普安县委、县政府一路劈荆斩棘，一步一个脚印，从部
分享有到全民医保，打通群众看病难最后一公里，让人民的
美好生活有了坚强后盾。

一句承诺，一生守护。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普安县
委、县政府的初心和使命，更是向全县 35 万人民群众作出的
庄严承诺。

村医，是群众的贴心人。2020 年 10 月 28 日，一大早，高
棉乡棉花村的医生张胜义就来到村寨里为村民量血压、宣传
健康扶贫政策。来到柏莲春家门口，两只小黑狗迎上来。看
得出，张胜义已是这里的常客。

张胜义说：“每个月都下我们辖区的村组 3 到 5 天，在每
个组为老百姓开展一次全面性的体检。”

在普安，像张胜义一样的村医已遍布全县乡镇，村民们
每家每户都签订有家庭医生。

在距离棉花村不远处，地泗村的卫生室已经热闹非凡，
来这里看病的人络绎不绝。过去，像这样的场面难得一见，
医疗设备简陋，卫生室冷冷清清，如今，这一切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改变。“十三五”期间，普安对卫生室进行改扩建，全
县配置标准化行政村卫生室119所。

地泗村卫生室医生郑金星说：“这些小病小痛在卫生室都
可以解决，所以他们就不用去镇医院或者县级医院了，每天
就诊人次很多，平均每天有五六十人。”

高棉乡卫生院，过去占地面积不足600平方米，群众住院
输液只能挤在简陋的铁皮房里。从 2018 年起，在公安部的大
力帮扶下，高棉乡卫生院的占地面积扩展到 1 万多平方米，
医疗设备得到全面改善，后又在宁波市镇海区医疗人才的帮
助下，医生的医疗水平也得到大力提升。

高棉乡卫生院院长邓维说：“以前在老医院那边，平均一
个月 4000 多就诊门诊人 （次），搬到这里来以后增加到 5300
多就诊人 （次），同比增长了30%以上。”

“十三五”期间，像高棉一样旧貌换新颜的卫生院已经覆
盖12所乡镇 （中心） 卫生院、中医馆、1所县人民医院、1所
县中医院，实现县内所有公立医疗机构远程医疗全覆盖、医
疗会诊与省州互联互通全覆盖，切实解决了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看病远”的难题，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
县”的医疗服务保障目标。

地泗村村民代寸学说：“在以前，伤风感冒就是挨，一直
挨，现在政策好，有点伤风感冒就在村里面或者高棉就给我
们解决了。”

基础筑牢，保障还需持久。为解决贫困群众看病的燃眉
之急，“十三五”期间，普安全面落实“先诊疗后付费”政
策，实现县域内、州域内“一站式”结算制度，为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开通绿色通
道、免交住院押金，
出院只需交纳自费部
分即可，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大幅度提
升。

群众杜昌典说：
“现在的政策好，以
往来住院要先交钱，
你不交钱，医院还不
收，现在不讲钱，住
院以后，开多少钱出
院后才给。”

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一直是群众小
康 路 上 的 难 点 和 痛
点。为保障群众小康
路 上 无 后 顾 之 忧 ，

“十三五”期间，普
安全面落实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三重医疗保障”政
策，实现农村贫困大
病患者“应治尽治”

“应管尽管”，让群众
小病不用忍、慢病不
用拖、大病不用怕，
有效防贫减贫，小康
路上一个不掉队。

截止到目前，普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一站式”即
时结算人数 5717 人，总费用 2626.93 万元，基本医疗报销
1975.13 万元，大病报销 179.85 万元，医疗救助 269.74 万元，
总报销费用2424.72万元。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还需拥有一支技术过硬、作
风优良、服务优质的医疗队伍。“十三五”期间，普安加大医
疗队伍人才建设，加大应急、服务、业务技能培训，采取

“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引进帮扶医院专业技术人员、派出
业务骨干外出进修学习、建成“医疗组团式”帮扶试点 1
个，实现 10 家乡镇 （中心） 卫生院和 2 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结对帮扶全覆盖。

如今的普安，承载着 35 万人民群众的医疗保障网越织越
密，继续稳稳兜住百姓的健康与幸福。

再来看看老百姓的住房保障如何？千百年来，居有定
所，一直是群众最真切的渴望，没有什么比房子更能承载家
的含义，一砖一瓦、一门一窗，构筑的是家的安全，更是亲
情的守护和盼望。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十三五”期间，普安县委、县政
府不断加大住房保障力度，破解矛盾，解决问题，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用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筑牢千家万户
住有所居的美好梦想。

然而，让全体人民安居乐业，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坚决啃下硬骨头，让群众住得温暖，住得安心，这是伟大复
兴新时代，普安县委、县政府向群众掷地有声的庄严承诺。

为了这深沉的牵挂，普安全县上下合力攻坚、砥砺前
行，形成领导包片、干部包乡、县级统筹、乡镇主抓的住房
保障强劲格局。

“十三五”期间，普安进入历史上住房保障工程最大，投
资最多的时期，东西城区冉冉升起，乡村楼房林立。普安住
房建设的加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向 35 万干部群众讲
述着房子所演绎的光阴故事。

农村危房改造是解决农户基本住房安全的有力举措，
2014 至 2019 年，普安累计争取上级危房改造资金 3.01 亿元，
完成农村危房改造17184户。一间间温暖的住房，呵护着千万
人心，让群众不再惧怕风雨，开启满载希望的新生活。

青山镇村民张宽富说：“以前住的是叉叉房、茅草房、草
楼房，现在得党的恩情，起了高楼大厦、大平房。”

有所居，质量还要有保障。“住人的房子必须安全。”普
安县委、县政府再次庄严承诺。“十三五”期间，农村老旧住
房透风漏雨整治和人畜混居整治在普安的村村落落以拉网
式、全覆盖格局火速铺开，组建 179 支队伍 1619 人对 91 个村
（社区） 农村危房和整治老旧住房透风漏雨进行改造，老旧住
房透风漏雨现象全面消除，组建县、乡、村三级工作专班，
全面开展人畜混居排查，排查一户整治一户，完成率100%。

青山镇村民陈太刚说：“以前我家的房子，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现在国家政策好，帮我们盖起琉璃瓦，住起很
好。”

夜幕降临，一盏盏温暖的灯光照亮乡间夜空，劳作一天
的农民，回归家中，饭菜飘香，围坐闲谈，编织着安居乐业
的全新梦想。

有家就有了终身的依靠。大山外，一幢幢为新市民专属
开辟的新天地全面建成。在东城区易地扶贫搬迁居住区，新
市民陈昌琼看着眼前一排排崭新的楼房，不禁心潮澎湃，辛
苦半辈子，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在城区安居乐业。

陈昌琼说：“心里太高兴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搬到这
里来，突然就真的实现了，一住进来就完全不一样。”

在普安，像陈昌琼一样告别穷山恶水，一步住上好房
子，同步过上好日子的还有很多，曾经的“望房兴叹”被彻
底终结。2019 年 6 月 19 日，普安全面完成“十三五”期间易
地扶贫搬迁任务，35399名搬迁群众搭乘易地扶贫搬迁快车住
进城区，享受着安居乐业的幸福新生活。

产业铺路 幸福敲门

素有“黔茶第一春”的普安，当其他地方的人们还在围
绕火炉推杯换盏，把酒话桑麻，盘点一年收成的时候，勤劳
的普安茶农早已背上竹篓，走上茶山采摘第一缕新芽，开始
他们忙碌的一年、丰收的一年和幸福的一年。

2020 年 12 月 26 日，在普安茶源街道联盟村苗寨丫口的茶
山上，贵州普安云上四球古茶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新茶开采仪
式，虽是隆冬时节，但茶山上却是春意盎然，茶叶新芽初
展，身着漂亮服饰的布依族妇女载歌载舞走上茶山采收第一
抹新芽，并第一时间把采收的新芽送进生产车间进行加工。

“十三五”期间，按照“一红一白”主导产业发展思路，
普安县委、县政府把茶产业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着
力打造，实现农村增绿、茶叶增效、茶农增收。

2020 年 12 月 28 日，阳光普照，同样是茶源街道，在与苗
寨丫口一山之隔的牛打滚茶山上，普安县红福姐妹农民专业

合作社举行年底分红大会，为 84 名茶农分红，茶农们不仅分
到现金，还有红茶、土鸡蛋、西陇萝卜等特色农产品。

普安县红福姐妹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冉应欢笑容满
面：“这是我们茶园建立以来第四次分红，每一年我们都会给
农户分红，这一次是我们分红最丰富的一次。”

而在细寨村是茶源街道茶叶种植核心区，早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开始种茶，全村茶叶种植面积达13000亩，沐浴着一系
列惠农、利农和茶产业发展优惠政策，全村茶农种茶走上致
富道路。走进细寨村细寨组，一栋栋漂亮大气的农家小院在
蓝天白云下格外显眼。

种好“感恩茶”，托起致富梦。2018年，在国务院扶贫办
组织下，2000 亩“白叶一号”在普安落地生根，2020 年3月5
日，“白叶一号”茶园以“打顶采摘，以采代养”的方式实现
首采，工程覆盖地瓜、白沙两个乡镇贫困户共计 862 户 2577
人。

目前，普安县“白叶一号”茶园正朝着“脱贫攻坚示范
区、感恩奋进展示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引领区、互帮
互助实践区、先富带后富样板区”的目标不断迈进。

为进一步做实做优茶产业，普安县委、县政府与福建
正山堂、浙茶集团合作，借船出海、借梯登高，组建普安
红集团，强龙头、聚资源，做好产销对接和品牌打造。目
前，全县茶园种植面积 14.3 万亩，投产 9.1 万亩，茶企 203
家。年干茶产量 7858 吨，干茶产值 7.73 亿元，综合产值
12.7 亿元，带动 16615 户 60032 人增收，正向人均一亩茶的
目标阔步前进。

一只兔，油盐醋。十只兔，新衣裤。百只兔，娶媳妇。
千只兔，进城住。这是在普安广为流传的一首新民谣，形象
的道出普安兔农养兔致富的新景象。

“十三五”期间，按照“一红一白”主导产业发展思路，
普安县委、县政府把长毛兔产业作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又一支
柱产业着力打造，实现村村普及、养兔增效、兔农增收。

夜郎故里，铜鼓山下，幸福水库养育着勤劳幸福的人
民，在青山镇幸福水库长毛兔养殖小区里，养殖户刘荫奇忙
着给兔子添加饲料，查看长毛兔长势情况。刘荫奇，今年 34
岁，曾经的精准贫困户，通过长毛兔养殖，于 2014 年摘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如今，他不仅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还当选
了歹苏村党支部书记。

刘荫奇底气十足地说：“县里面组织的培训每期我都参
加，我们还去过山东等地考察，到现在我的养殖场还带动了
12户贫困户，每户每年还分红1600块钱。”

群山环抱间，一栋栋蓝瓦白墙，整齐排列的房子映入眼
帘，这里是盘水街道红星村长毛兔养殖小区，兔笼呈“一”
字排列两侧。养殖户肖广田正在打扫兔舍卫生，由于腿脚不
便不能外出务工的肖广田在养殖小区养起长毛兔，走上了脱
贫致富的道路，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肖广田说：

“我在外面务工很多东西不方便，也只是做点手上活路，国家
政策好，我们就回来养长毛兔，现在脱贫了，每年能挣几万
块钱，生活如今过得真是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2006 年，浙江的长毛兔“东兔西移”，成为“扶贫使者”
在普安繁衍生息，被列为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 20 个产业合作
经典案例之一。特别是“十三五”期间，长毛兔在普安迅速
发展成一个脱贫增收的富民产业，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建立投资托管、保底分红、订单养殖
等联结机制确保贫困户利益，让兔农从“养兔只为油盐醋”

“养兔只为新衣裤”到“养兔娶媳妇”“养兔进城住”的华丽
转身。目前，全县建成养殖小区 199 个，兔存栏 18.83 万只，
兔毛产量 280 吨，带动贫困户 2005 户 7452 人增收。“十三五”
期间，普安以“一红一白”主导产业为抓手，辅助发展烤
烟、蔬菜、中药材、精品果业、畜牧养殖等种养业，确保户
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增收措施。

种得好，养得好，还要卖得出。为助推黔货出山，让当
地优质资源实现产业化。普安大力培训电商人才，加大电子
商务站点建设，普安红茶、牛干巴、鸡枞油、薄壳核桃等大
批优质农特产品借助电子商务渠道走出深山，走向全国。

邓倩，龙吟电商服务站负责人，近年来，在她的努力推
介下，龙吟特色农产品一批又一批从她的电商服务站源源不
断地涌向全国各地，彻彻底底地解决了群众“难卖”问题，
确保群众“种得出、销得好、卖好价”。

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兴则百业兴。为有效巩固脱贫成
果，让群众在脱贫的路上走得更坚实、更稳健，普安县委、
县政府继续以500亩以上坝区为突破口，加大坝区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提高耕地质量，增强耕地生产能力和抗灾能力，建
设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坝区农田；以丰富的林地资源为载体，
提高林地利用率，盘活林下经济，按照“因地制宜、优产协
调、绿色引领、市场导向、融合发展”原则大力发展农业产
业，让群众的钱袋子也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继续实现增
产增收，在小康路上越走越欢。

民生保障民生保障民生保障民生保障 百姓受益百姓受益百姓受益百姓受益
——普安县办实事惠民生巡礼

特约记者 黄太富 通讯员 匡忠朝 侯 荣 王先华

核心提示：2015年以来，普安县按照上级决策部署，立足县情实际，对各年度工作主题
进行明确，奋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十三五”以来，全县各族干部群众深入实施“一路一带、建养一体、打通经络、双擎
驱动、众志成城、实现赶超”发展方略，全力推进“1+4+3”战略行动，办成了教育、医
疗、住房、发展特色产业等一系列利长远的大事、强基础的要事、惠民生的实事。

普安县盘水街道红星村基础设施建设通组路产业路 陈正党 摄

整洁有序的普安县城一角 黄太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