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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5000 家社会组织走进深度贫困村

为什么做？ 用最深的帮扶，
展现最大的担当

精准扶贫是时代的声音。 作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力
量的社会组织，没有缺席。

“很多贫困户只感到视力模
糊、身形逐渐消瘦，却不知已经
染上了白内障和糖尿病。”今年 4
月，省民政厅副厅长张自银在泸
溪县红岩村蹲点调研时感叹，无
奈的语气折射出精准脱贫难度
的多元化、复杂化。

要精准对接困难群众所急
所需所盼，突破口在哪里？

“入山问樵，遇水问渔。 ”一
趟趟调研、一次次论证，专项扶
贫的战略不断深化， 贫困地区、
困难群众需求与社会组织供给
之间的对接机制初现端倪。

5 月 21 日，湖南省民政厅印
发《动员省本级社会组织参与五
个专项行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 8 月 20 日，湖南省民政厅、
省扶贫办、省委基层党建办在长
沙联合召开全省性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五个专项行动动员
大会。

越走，越清晰；越走，越坚定。
随后，湖南省民政厅社会组

织管理局立即成立五个专项行
动工作办公室，组建各专项行动
组，由社会组织实时与驻村帮扶
工作队、 市县等有关部门联系，
实现供需匹配。

用最深的帮扶，展现最大的

担当。
湖南省民政厅出台《方案》，

为社会组织助力精准脱贫开出
了良方。

全省 5000 多家社会组织以
153 个贫困村中的深度贫困户为
集中帮扶对象：为贫困村中白内
障老人免费治疗；为糖尿病患者
送医送药； 对村医进行免费培
训；对困难家庭学生开展扶贫助
学、学习辅导、就业指导；对贫困
家庭实施农产品种植、畜牧水产
养殖等方面的技能培训。

一时间，各类优势资源迅速
向乡村集结。

如何做？ 到户到人，“五个
专项行动”精准帮扶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
相连。 全省社会组织与深度贫困
群众，原本就是“一家人”。

光明行、甜蜜行、希望行、农
技行、牵手行。

“‘五个专项行动’的核心
在于精准， 战术选择在于直插
基层。 通过集中优势兵力，精准
到村到户到人， 面对面进行精
准帮扶。 ”

8 月 24 日，红岩村举行首届
乡村旅游摸鱼节。 沿着田边石板
路深入红岩村中等寨，站在一处
较为平整的地方，大伙儿眺望整
个寨子全貌。 只见远处青山隐
隐，眼前碧波荡漾。

“我们捐赠 10 万元用来支
援红岩村发展稻花鱼产业、乡村
旅游产业。 ”数千人在稻田里摸

鱼， 田埂边搭建的临时舞台上，
方正证券汇爱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雍苹动情地说：“希望尽我们
的微薄之力，让村民们有更多的
获得感。 ”

雨后初霁，大山深处的樟坡
村硕果累累。 2018 年，基金会副
理事长阿孜古丽带领基金会成
员、发起公司方正证券的业务团
队多次进村， 和驻村扶贫工作
队、村支两委规划樟坡村的精准
脱贫方向和模式。 发现在樟坡村
种植罗汉果可行后，为樟坡村捐
赠 50 万元产业发展启动资金，
并整合一家罗汉果深加工上市
公司对收购价格兜底。

每一家社会组织的“志愿故
事”，都是一束光。

“农村地区偏远，很多留守
老人感染了眼病不自知， 有些
人畏惧高昂的医疗费用、 交通
不方便等因素， 错过最佳治疗
时期……”

问题是贫困地区的回声，社
会组织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更善
于从问题中找到钥匙。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秘书
长彭志坤谈道，“基金会组织各
地眼科专家，为贫困山区的贫困
户提供免费的眼病筛查，发现有
白内障、胬肉等致盲性眼病症状
时，基金会通过专项基金给予他
们免费治疗。 ”

“没花一分钱，眼睛能看清
了。 现在政策好，感谢政府和你
们！ ”红岩村 74 岁的杨世松和村
里十多位白内障老人重启光明
后，对爱眼基金会赞不绝口。

2015 年以来，湖南爱眼公益
基金会联合省扶贫办、省慈善总
会共同发起“善行湖南———万人
眼健康公益行”活动，14 个市州、
51 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基金会累
计免费普查近 40 万人， 近 6 万
名贫困患者获得免费白内障、胬
肉等致盲性眼病复明手术救治。

晚霞满天，山村如画。 在乡
村小学一年级的课堂里，来自湖

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的王栩老
师，通过绘本阅读、布偶玩具、看
动画片等方式，引导村里的孩子
们认识自己身体，并引导孩子们
自己思考遇到坏人如何自救。

带着腊肉、食用油，深一脚
浅一脚踩在泸溪县红岩村中等
寨的石板路上，湖南省乐善社会
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罗乐，向困
难群体传递善意、尊重、力量，并
且乐此不疲。

效果如何？绽放脱贫攻坚强
大合力，40 余万群众受益

精准脱贫战线上汇聚了
5000 家社会组织，是贫困地区奇
迹的创造者，他们为偏远山村架
起一座桥，投下一道光。 在他们
身上，看到了帮助困难群众追求
美好生活的激情。

一方面直插基层，用脚步丈
量民生的温度；另一方面担起厚
重的使命，释放更大的能量。

湖南省水利工程协会组织
会员企业前往怀化麻阳县楠木
桥村开展“希望行”，并送去了
价值 5 万元物资， 为安化县古
楼乡中小学校捐赠扶贫助学善
款 55.5 万元， 用于改善学校教
学设施、 资助贫困学生等扶贫
助学项目。

扶贫要扶智，更要扶志。 湖
南省山东商会为湘鲁革命老区、
贫困山区精准扶贫、 捐资助学、
救灾救济捐赠款物 5.46 亿元，
帮扶了桑植县芙蓉桥乡合群村、
安化县白水村、城步县儒林镇龙
凤冲村等多个贫困村。为合群村
建立了黑山羊、土鸡养殖基地和
优质稻米、水果种植基地。 合群
村人均年收入由 2013 年的 875
元增加到 8000 元， 实现了整村
脱贫。

湖南省湘雅医学与健康基
金会参与“牵手行”，开展扶持湘
阴县金龙镇敬老院卫生站建设、
改善贫困孤寡老人医疗条件项

目。 为湘阴县金龙镇敬老院建立
基础医疗卫生站、改善贫困孤寡
老人医疗条件等服务。 与此同
时，基金会专门成立了“2019 医
疗健康脱贫攻坚行”项目，为贫
困地区提供医疗援助和帮扶。

湖南省贵州商会重点开展
“甜蜜行”，在湘西州未脱贫摘帽
7 个县 61 个村设立“甜蜜行动健
康驿站”， 用户只需微信扫码测
血压血糖， 即可实现本人微信、
家人、医生、医疗机构及甜蜜行
动平台的数据实时互联互通。 免
费测血压血糖、建档、家庭医生
签约，与农卫 3.0 系统实时对接，
数据终身存储有效。

截至目前，“甜蜜行”已完成
糖尿病患者筛查 7500 人次，发
放科普资料 1 万余份，培训村医
152 人次， 资助肾病患者 20 多
万元。

……
在他们的故事里，看到了湖

南省社会组织在扶贫一线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实干作风。

在湖南省委组织部、省扶贫
办的指导下，省民政厅围绕脱贫
攻坚共同奋斗目标， 全省一盘
棋、上下一条心，编密织牢网络，
开通顺畅渠道，着力推动形成社
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强大合力。

众志成城，越战越勇。 在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阶段，全省
累计有 5000 多家社会组织参加
直接参与五个专项行动，捐赠款
物 3 亿多元，累计受益困难群众
40 多万人次。

下一步，湖南省民政厅将结
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加强与各级各部门的协
调联系， 深化五个专项行动，扩
大社会组织参与面，引导社会组
织发挥作用，彰显社会组织“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
效， 助推脱贫攻坚取得实绩，使
贫困群众具有更多幸福感和获
得感。

（据红网）

� � 12 月 5 日，湖南省民政厅组织全省数十家社会组织在泸溪县红岩村实施“五个专项行动”，村民等待
血糖检测采血

� � 湖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的王栩老师， 通过绘本阅读的方式引导
贫困山村的孩子们主动思考

� � 辛女峰下，沅水河畔，红岩村头。 湖南民政人带领社会组织
扶贫的脚步，走过一道道坡，爬过一道道坎，留下了勃勃生机的
气象。

初冬时节，阳光温暖洒落，汽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 从长沙
出发， 省民政厅组织全省数十家社会组织深入深度贫困地区的
153 个村，实施“光明行、甜蜜行、希望行、农技行、牵手行”五个
专项行动。

滚石上山、攻坚克难。一场静水深流的扶贫深层次变革悄然
来临，全省社会组织书写了一份答案。 在今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
全省性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五个专项行动动员大会上， 湖南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唐白玉掷地有声：“通过发挥省本级社
会组织整合力量、 链接资源等方面的优势， 实现扶贫资源更聚
集、供需更匹配，帮扶更精准、成效更明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