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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我们种植的茶树，一年多时间已经有一米多高了。”
8月2日，从秀山县城出发，经过约一小时的车程，记者来到了位于
秀山县清溪镇葛麻村的茶叶种植基地，在呈“梯田状”的茶园里，数
十名村民正挥舞着锄头，沿着地垄清除杂草。

葛麻村幅员面积3.34平方公里，距离秀山县城25公里，全村
有4个村民小组，296户1550人，2014年建卡时贫困人口有68户
323人。因地处山区，大部分耕地在山坡上，生产条件较差，在家
劳动力少，土地闲置较为普遍，全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大量劳动
力外出务工，造成土地弃耕成为荒山，弃荒面积达1500余亩，成为
秀山县脱贫攻坚过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2017年，葛麻村被确定为县级扶贫重点村，秀山县开始聚集
优势资源对葛麻村进行帮扶。”清溪镇一负责人介绍，为帮助秀山
县确定了由1名市管领导定点包干，1个县级部门对口帮扶，并组
建工作组，配强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形成统一指挥、协调顺畅
的工作格局。

在多方帮扶和支持下，葛麻村因地制宜开荒土地1600亩发展
生态茶叶种植，覆盖全村296户，实现建卡贫困户户户有产业。该
村还实施了茶叶基地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将茶叶基地进行园林化
改造，通过套种10000株五彩桂花和6000株樱花达到绿化美化
的效果，硬化产业路3.5千米，观光便道8公里，观光亭台5个，配
套建设休闲观光设施，拓展茶园功能，发展成集观光旅游、休闲采
摘为一体的现代生态茶园。

在茶叶基地建设的同时，葛麻村还建立了合理的运作模式和
利益联结机制，村级成立集体经济性质的云芽茶叶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以产业帮扶资金入股51%，引进企业入股49%，成立嘉铭
茶叶公司，对茶园进行统一栽培、管护，三年后交还群众。

群众按照专业合作社技术标准统一管理，茶园自采自收，预计
盛产期（2023年）基地采鲜茶叶收入达320万元，人均增收2100
元，成为该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合作社还和企业一起投资建设了
一座茶叶加工厂，负责加工销售，茶厂建成投用后，茶叶加工厂销
售利润达120余万元，所得收益按照专业合作社在加工厂占股进
行分配，专业合作社所得以村集体收入10%、合作社提留30%、群
众60%比例进行二次分配。

“通过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了各方抱团发展的格局，既降
低了产业发展的风险，又让村民和贫困户有了稳定增长的收益，最
终实现脱贫又致富的目标。”该负责人说道。

葛麻村

村民变股东 收益稳定增

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滞后、发展困难，除
了客观的生产条件制约外，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利益分配
机制不合理。

记者在秀山县清溪镇葛麻村的采访中，就感受颇
深。对于葛麻村这个地处山区的村落，当地政府十分重
视其产业发展，引入企业先后种植过白术、五倍子等中药
材，也发动过村民种植金银花，甚至也发展过茶树种植，
但最终都失败了。

当地不断总结经验发现，原有的“公司＋农户”和“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利益联结较为松散，农户处于
明显的弱势地位，政府大多数的扶持和奖补措施主要针
对企业，各方利益和目标不一致，一旦市场出现风吹草
动，产业发展就容易陷入困境。

因此，必须构建起一种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
挥企业、农户、村集体等各方面的积极性，让农户、特别是
贫困户都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葛麻村进行了资源变资本、资产变股金、村民变股东
的“三变”改革，构建起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让村民吃
下销售定心丸、生产得到创收，在家门口就能有就业机
会，真正实现“一条心、共发展”。

让贫困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实施动态监测预警处置

重庆日报：要确保脱真贫，就必须要
实现脱贫对象的精准化。在聚焦对象精
准方面，秀山县做了哪些工作？

王杰：脱贫攻坚以来，我们深入贯彻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为基础，相继开展多轮“大排
查”“回头看”和动态监测预警处置并及时
进行甄别调整，严格做到精准识别、精准
帮扶、精准退出。一是动态监测。以全部
农村人口为监测对象，突出未脱贫户、已
脱贫户、临界户三类重点群众，动态监测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
全、家庭收入等突出问题。目前，我们共
排查140776户（其中建卡贫困户 17018
户、非建卡户 123758 户），实现全覆盖。
二是清单管理。坚持清单式管理，建立问
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定目标、定
任务、定措施、定责任、定人员、定时限，对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未有效保障等
情况进行红色一级预警，对临界户等情况
进行橙色二级预警，实现全过程台账管
理、对账销号。三是精准处置。坚持“应
进则进、应出则出”的原则，严格按照程序
进行识别认定，对因病、因灾等特殊原因
导致大额支出或“两不愁三保障”存在隐
患的贫困户及时建档立卡，制定落实针对
性帮扶措施；对临界户等采取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金融扶贫等方式进行扶持，做
到因人因户施策。截至2018年末，全县
全口径贫困人口17018户71614人，历年
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净增加贫困人口865
户9886人，累计脱贫16079户67647人，
剩余939户3967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0.91%。

实行“六个一批”到户到人帮扶

重庆日报：现今各地“两不愁”基本解
决了，“三保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聚
焦薄弱环节，秀山采取了哪些举措？

王杰：我们牢牢坚持脱贫攻坚目标
标准，始终把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
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作为基本要求和
核心指标，既不降低标准、影响质量，也
不提高标准、吊高胃口，深入实施产业扶
持脱贫、转移就业脱贫、教育资助脱贫、
医疗救助脱贫、生态保护脱贫、保障兜底
脱贫“六个一批”到户到人帮扶措施，实
现脱贫成果持续巩固、脱贫质量不断提
升。一是针对“两不愁”问题，我们通过

“订单农业”、消费扶贫等产业扶贫方式，

“定向式培训”、发展扶贫车间、开发公益
性岗位、扶贫劳务协作等就业扶贫方式，
以及低保兜底、临时救助等政策扶贫方
式，切实稳定提高贫困户收入；通过新建
安全饮水工程，采取乡镇联网供水改造
等方式，强化建管并重、群众参与，确保
饮水安全有保障。二是针对“义务教育
保障”问题，我们坚持一人一案，采取随
班就读、入特教学校就读、送教上门等方
式强化控辍保学，确保控辍保学精准到
人；特别是对残疾学生，由帮扶教师牵
头，从过去的一学期一次，改为一月4次

“送学上门”，确保适龄学生不失学辍学；
对深度贫困学生，县级财政滚动建立
1000 万元教育扶贫资金，按照 1000~
3000 元/学期/人标准资助。三是针对

“基本医疗保障”问题，采取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民政救助、健康扶贫基金、精准
脱贫险、医疗救助等方式强化医疗扶贫，
确保实现100%保障；特别是对于慢性
病问题，采取开展初筛、集中送检、统一
办理等措施为建卡户办理“特殊疾病
卡”，落实“一人一策”帮扶措施，并且县
级财政滚动建立1000万元扶贫济困医
疗基金，对医保目录外、自负费用超过
3000元的部分，按比例予以救助，确保
慢性病患者得到全方位救治帮扶。四
是针对“住房安全保障”问题，采取易地
搬迁、危房改造、修缮加固等方式解决
住房安全问题，确保贫困对象住上“放
心房”“舒心房”。

推动资源要素向深度贫困聚集

重庆日报：深度贫困地区是现今脱贫
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秀山县如何加
快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步伐？

王杰：我们集中力量攻克坚中之坚，
不断推动资源要素向深度贫困聚焦聚力，
集中优势兵力向1个市级深度贫困镇、24
个县级扶贫重点村以及未脱贫人口深度
发力。一是把政策支持作为有力驱动。
强化支持保障体系，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力
度，深入实施市级深度贫困镇和县级扶贫
重点村定点包干脱贫攻坚行动，统筹解决
区域性整体贫困和插花贫困问题、贫困地
区生态与生计问题、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衔接问题。二是把项目建设作为重要抓
手。将新增脱贫攻坚项目主要布局于深
度贫困地区，兼顾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双
赢。先后3次调整优化市级深度贫困镇
隘口镇脱贫攻坚工作规划，调整后规划建
设项目147个，已竣工65个，在建71个，
开工率达91.8%，投资完成率达80.6%。

三是把扶贫产业作为根本之策。坚持选
准产业是前提、利益联结是根本、政策落
实和技术扶持是关键，按照“一村一品”思
路，深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加快发
展特色效益农业以及特色加工业、文化旅
游等特色优势产业。市级深度贫困镇隘
口镇建成中药材基地10889亩、茶叶基地
6500亩、核桃基地10120亩，启动400万
元中药材育苗连体大棚和田园综合体项
目建设。四是把电商扶贫作为关键一
招。对全县有条件的建卡贫困户，全域打

造以“秀山三土（土猪肉、土鸡、土鸡蛋）”
为主的电商订单扶贫产品。没有条件的
建卡贫困户，通过土地或产业扶持资金入
股等方式参与电商产业发展。鼓励电商
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村，帮助建卡贫困户销
售农产品。市级深度贫困镇隘口镇建成
投用电商扶贫产业园、农产品产地集配中
心和电商服务中心，开设“隘口村头扶贫
特色馆”，签订订单农业1.4万亩，订单土
猪养殖285头、土鸡养殖1.3万只、土鸡蛋
6万枚。

记者手记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
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
真脱贫。要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置，适时组织对脱贫人口开展

“回头看”。
在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秀山县如何进一步聚焦对

象精准、聚焦薄弱环节、聚焦深度贫困，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近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王杰接受了重庆日报记
者的专访。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访谈之（41）

聚焦薄弱环节和深度贫困攻克坚中之坚
——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王杰

本报记者 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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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扶贫让农村的土鸡蛋走进千家万户。 （秀山县委宣传部供图）

农户采摘金银花。 （秀山县委宣传部供图）

秀山县城，碧绿的梅江河穿城而过。（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齐岚森 摄

璧山区人民医院
癌痛是癌症患者中大多数人不可避免

会经历的一个过程。“治疗癌痛，是癌症治

疗的重要一环，它与治疗癌症本身同等重

要，但是，许多病人对癌痛治疗存在误解。”

璧山区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孙岚博士说，

“事实上，病人疼痛得到缓解，不仅可以改

善生活质量，而且可以延长生存期”。

癌痛影响生活质量和生存期

癌痛是癌症及其相关性病变或抗癌

治疗所致的疼痛统称，它是一种慢性疼

痛。“癌症患者可能因为肿瘤直接侵犯、压

迫局部组织，或者肿瘤转移累及骨、软组

织等引起疼痛；可能因手术、创伤性操作、

放射治疗、其他物理治疗及药物治疗等抗

肿瘤治疗引起疼痛；还可能由于其他合并

症、并发症及社会心理因素等非肿瘤因素

引起的疼痛。”孙岚说。

同时，他强调：“并不是所有癌症患者

都会有癌痛症状。有数据显示，治疗中的

患者癌痛概率为39％，晚期或终末期患者

为66-80％。对于癌症患者，特别是晚期

癌症患者，癌痛治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有效的抗肿瘤治疗是治疗癌痛的根

本，但在抗肿瘤治疗尚未起效的情况下，

充分镇痛尤为重要。”孙岚说，“如果患者

疼痛得到缓解，将会增强他们对抗疾病的

信心，从而积极配合治疗，这对延长患者

寿命、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规范化治疗基础上开展个体化治疗的

理念，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医者孜孜不倦的

追求”。

据孙岚介绍，规范的个体化治疗可以

使90%以上的癌痛患者得到有效缓解，因

此，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癌痛规范化治

疗示范病房建设（GPM-Ward），璧山区

人民医院肿瘤科也被评选成为重庆市首

批“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

“吃止痛药上瘾”是误区

57岁的秦阿姨被诊断出胆管癌晚期，

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引起了她右侧肩膀

的剧烈疼痛。

“这是癌痛，需要用药控制”，在璧山

区人民医院肿瘤科门诊，医生周娟建议秦

阿姨治疗癌症的同时，也要治疗癌痛，并

为她开具了治疗癌痛的止痛药，叮嘱她按

时按量服用。但是，秦阿姨住院一个星期

后，她的疼痛并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

痛”了，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秦阿姨的老伴和儿子认为吃吗

啡类止痛药会上瘾，就像吸食毒品一样以

后难以停药，所以让她只有痛得无法忍受

时才服用。他们觉得治疗癌症本身才是

最重要的，其伴随的疼痛“能忍则忍”，因

此改用中药慢慢调理。显然，秦阿姨并没

有因“调理”而舒服多少，持续的疼痛让她

睡眠质量越来越差，她对癌症治疗的信心

也一天天消失。

经过周娟的耐心宣教，秦阿姨认识到

了之前的误解，并重新按照医嘱服用了止

痛药，当天晚上就睡了个安稳觉。她的心

态逐渐改善，目前正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抗

癌治疗。

治疗癌痛必须规范化

41岁的朱女士是结肠癌晚期患者，肿

瘤扩散到了直肠、肺及淋巴结。之前在外

院，医生给她开了止痛药，但她用了还是

会出现每天2次以上的突发性疼痛。

到璧山区人民医院肿瘤科就诊时，主

管护师刘晋首先让她描述自己的疼痛等

级。“她给自己的疼痛评7分，只比分娩的

痛感小一点点”，刘晋说，“实际上，癌痛患

者需要准确描述疼痛，这样我们才能准确

评估，制定合理有效的止痛方案”；“疼痛

是一种主观感受，需要患者学会给疼痛打

分，并且向我们描述疼痛状况，包括是否

影响睡眠、疼痛部位、疼痛时间、疼痛感

觉、是否服用止痛药物等”。

在准确获取患者疼痛程度后，周娟开

始着手治疗，但是，却发现病人之前使用

止痛药并不规范。另外，患者疼痛控制不

佳，每天都有两次以上的爆发性疼痛。

针对朱女士的情况，周娟为她进行

“吗啡滴定”，通过一点点加量，逐渐摸索

找到合适的吗啡剂量，进而达到长效止

痛。这样一来，她血液内药物浓度就可以

维持稳定，避免出现爆发性疼痛。

重新调整癌痛药物方案后，朱女士不

再被癌痛困扰，饮食睡眠等日常生活也趋

于正常，精神状态逐渐好了起来。

保障患者生命权

自2013年底，璧山区人民医院肿瘤

科成立以来，孙岚博士团队始终坚持“不

忘初心，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并于次年

成功创建了重庆市首批“癌痛规范化治疗

示范病房”。

创建以来，肿瘤科每年针对9200多

例门诊患者、2300多例住院患者进行了

疼痛全程化管理，疼痛控制率达90%以

上，极大保障了患者的生命权，并取得了

一系列丰硕成果。2018年4月，肿瘤科癌

痛项目荣获重庆市科委“优秀项目奖”。

2019年8月，在中国抗癌协会“GPM最强

音”重庆赛区决赛中，璧山肿瘤科团队脱

颖而出，荣获第一名，即将代表重庆参加

中国“GPM最强音”西部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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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痛规范化治疗为患者带去生命的信心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