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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女性作用愈发突出，不可替代。
继湖南省妇联开展的“巾帼初心耀三湘”——“红色湘女故事汇”和“传承篇·寻访三八红旗手”系列专题报道后，我们推出巾帼

初心耀三湘·奋斗篇——“脱贫攻坚她力量”专题报道。为此，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深入田间地头、工厂村庄，讲述脱贫攻坚中的巾帼
故事，展现她们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责任和担当、智慧和力量、柔情和美丽，彰显新时代湘女的新作为。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坚守在大山里的“铁娘子”张碧桃的扶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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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扶贫的村获赞“精准扶贫成功范例”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汽车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慢慢爬高，重
重叠叠的山峦被甩在身后。一个多小时后，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终于到达了地处湘西武
陵山腹地的泸溪县洗溪镇宋家寨村。

宋家寨村被称作泸溪“珠穆朗玛峰”，
曾是当地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如今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6200 元，被评为“湖
南省脱贫攻坚示范村”，国家扶贫办调研组
先后三次深入村里开展蹲点式调研，国家
第三方考核评估小组组长胡银根教授称赞
该村是“精准扶贫的成功范例”。

这些改变都跟入驻宋家寨村的泸溪县
就业服务管理局扶贫工作队分不开。他们
的队长，就是身为局长的张碧桃。

5 月 19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
宋家寨村，探访坚守在大山里的“铁娘子”
张碧桃的扶贫故事。

扫一扫，
分享脱贫攻
坚她风采

张碧桃：在泸溪“珠穆朗玛峰”上斩穷根

宋家寨山高路远，以前这里

连手机信号都没有，“通讯基本

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张碧桃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扶贫

队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建起了两

个手机信号塔。两座信号塔打通

了宋家寨人与外界的联系，也连

通了扶贫队与村民的关系。

接下来，张碧桃要着手解

决宋家寨的另一个“硬核”问

题——宋家寨村行路难，修路

就更难。

“到了冬天，有四五个月全

是冰天雪地，车子根本开不上

来，我们工作队几次下山都是

走路，要走几个小时。”张碧桃

告诉记者。后来，她跟各级领

导汇报，仅跑吉首就不少于 27

次，最终把这条路修好了。

多年来，张碧桃带领工作

队和村支两委积极争取项目资

金 3400 万 元， 完 成 了 10.5 公

里通村公路的安保工程，7 个

自然寨 8.8 公里的通组公路的

扩面硬化，1 万余米的村间道

路硬化，把水泥路修到了贫困

户的家门口，群众出行更加便

捷；完成了 4 座病险山塘水库

的维修改造，完成了 7 个自然

寨的安全人饮工程建设，全村

家家户户都喝上了干净卫生的

自来水；新建了通讯基站 2 座、

客运招呼站 6 个，完成了 7 个

自然寨 200 盏太阳能路灯的安

装。同时，为宋家寨村落实了

13 名保洁员，清除了陈年垃圾，

净化了村居环境。

基础设施的大夯实、村居

环境的大改善，极大地提升了

当地群众的脱贫信心。

2018 年 1 月 18 日，国家 第

三方考核评估小组在实地考察

了宋家寨村后，考核小组组长

胡银根教授称赞该村“实现了

公路通村、小径通户、路灯遍组、

泉水到宅、危房改善，实现了‘两

不愁，三保障’，是精准扶贫的

成功范例”。

在对全村调查摸底的基础

上，张碧桃带领工作队坚持因

户施策、精准帮扶，实行精细化、

个性化帮扶。

基于劳务产业是宋家寨村

的主导产业，工作队、村支两

委组织贫困劳动力参加免费技

能培训，引导就业；同时，引

导村民发展铁骨猪养殖，为 24

户贫困户提供政府贴息金融贷

款 108 万元；还依托生态渔业

开发、 光伏 发电项目的支 撑，

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贫困户杨育刚原是一穷二

白的“光棍汉”，在工作队的

引导下，积极发展铁骨猪和林

下鸡养殖业，年创收 10 余万元。

如今，他娶了媳妇，从当初的

“穷光棍”成为远近闻名的富

裕户。

宋家寨村一系列变化的背

后，是张碧桃五年如一日的努

力付出。宋家寨村村主任杨卫

国 告 诉 今日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张碧桃每 个月至 少有 20 天待

在村里，“为了扶贫工作，有时

候她顾不上回家。扶贫这些年，

她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全放在我

们村里面，村里人特别感激她。”

“有时候丈夫会生气，对我

说，你背着被窝住到宋家寨算

了。但我知道，其实他是心疼

我。”张碧桃说，这几年她 最

对不起的，就是丈夫和儿子，“等

忙完扶贫，回去好好补偿他们”。

如今，在张碧桃和扶贫队

员们的努力下，宋家寨村的道

路变宽了、环境变好了、村容

变美了、人气变旺了，群众的获

得感显著增强，对扶贫工作的

满意度显著提高。

78 岁的杨忠富老人编了一

首山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精准扶贫政策好，贫困群众

攒劲高，幸福日子就来到，党

的恩情比天高！”

基层组织建设   开村权监督月例会，给群众一个明白
宋家寨村有 3 个村民小组、

七个自然寨，共 329 户 1199 人，

贫困发生率曾高达 48.9%，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57 户 596

人。

2015 年，张碧桃初来宋家

寨时，外人都替她担心：“这个贫，

怎么扶 ?”

张碧桃是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泸溪县就业局局长，“我

们局里一共 7 个人，我带走两

个扶贫，就这样三个人在宋家寨

‘安了家’。”每周 7 天，除了到

单位安排工作，张碧桃几乎把

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宋家寨。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村支两委班子的建设，张碧桃

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按月召开

村权监督月例会，坚持做到村

级财务公开透明，项目管理程

序规范，村级工作按月公示公

开……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

部一个清白。通过月例会，大

家敞开了心扉，消除了顾虑，凝

聚了人心，鼓舞了干劲。同时，

她按要求抓实了“三会一课”和

“四议两公开”，全体党员组织

生活规范化、正常化，夯实了

基层组织。此外，积极发展年轻

党员，为村级组织注入了新鲜

血液。

村里原有的村部楼破烂拥

挤，村级服务平台作用难以发

挥、党员群众归属感不强。针

对这一现状，张碧桃积极争取

项目，在原址上新建了占地 740

平方米的三层楼，涵盖便民服务、

会议办公、卫生医疗、文化广

场为一体的村级服务平台。同

时，工作队自筹资金 32 万多元，

对服务平台各类制度、文化进

行了规范和完善。

5 月 19 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在宋家寨村村部看到，村

文化广场宽阔整洁，服务平台

运行有序，工作人员到岗到位。

村级服务平台真正成为服务村

民的平台、党员活动的阵地。

基础设施建设   把水泥路修到贫困户家门口

精准扶贫，精准识贫是基

础。“我们严格按照‘两不愁、

三保障’要求和国家现行贫困

线 标准，逐家 逐户上门调查，

逐组逐寨召开会议，严格落实

五级审核制度，推行精准识贫‘阳

光行动’。做好贫困户信息公开，

及时张榜公示，主动接受监督。”

张碧桃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工作队对精准识贫工作还

组织了两次“回头看”，真正做

到了“不漏一人、不错一人”。

村民杨忠全就是典型的例

子。断了一只手的他，脚还患

有肌肉萎缩症，虽然家里开了

个小卖部，但生活依然非常困

难，工作队、村支两委、村民

代表大会把他评为贫困户，村

民们都口服心服，“这才是真扶

贫、扶真贫”。

扶贫后盾单位泸溪县人社

局 78 名干部职工还与宋家寨村

157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结成了“对

子”，实现了结对帮扶全覆盖。

去年冬天，贫困户杨良太

的 3 个孩子缺少御寒的衣服，

帮扶干部送去了 8 件冬衣、3 双

冬鞋，让孩子们过了一个温暖

的冬天。

贫困户李仕财本人及老伴、

儿媳均患病，需长期服药。张

碧桃为其落实了医疗补助资金

2 万元，减轻了他的家庭负担。

李仕财逢人就讲 ：“还是共产党

好，没有共产党，我那老伴和

儿媳妇哪能活到今天！”

同时，工作队多方努力，打

好“社会扶贫”牌。省政协 55

名港澳委员来村里开展“三个一”

帮扶活动，为贫困户送物资、送

慰问金 55 万元，为全村谋产业、

优环境；长沙族兴公司投资 8 万

元，为唐家寨修建了1 个蓄水池，

彻底解决了40 户 208 人的安全

饮水问题；县金源公司、希望公

益服务中心在宋家寨村小开展爱

心助学活动，为 40 名贫困家庭

子女、留守儿童发放助学金，以

及书包、雨伞等物资，给贫困

孩子送去了温暖。

张碧桃走访村民，了解情况。

产业发展  “光棍汉”脱贫致富娶了妻

精准识贫   结对帮扶不漏一人、不错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