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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总工会

“扶贫要对症下药，不仅要给资金，
还要付出真心与真情”；

“把贫困户当做自己的家人一样去
对待，多做实事，多掏心窝子”；

“扶贫先扶志，变输血为造血，给贫
困户输送技能比给钱给物更有效 ”；

“工会有人才优势，有组织优势，有
联系职工群众的优势，在扶贫攻坚战中
要重点发挥工会的优势，工会干部要与
贫困户手拉手，一起奔小康”———

协同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首都工
会责无旁贷。 在这场浩大的决战当中，
各级工会如同一个方面军， 打出了声
势，也打出了经验———

那些身处扶贫一线的工会干部，都
有什么样独特的心得和经验？

午报记者近日深入前线，与参与扶
贫的工会干部面对面进行了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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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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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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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春天到， 山花又开， 又是一年养蜂人即将忙
碌的时节。 在河北省兴隆县，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
养蜂人，他们均是当地贫困户，每户免费坐拥五箱
蜜蜂， 不仅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 而且还
通过专业学习， 走出一条独特的脱贫致富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 向当地贫困户捐赠蜜蜂的是
北京市劳动模范、 北京京纯养蜂合作社理事长王
东生， 他在与密云区总工会同赴兴隆县开展扶贫
对接工作时，免费向当地贫苦户捐赠了蜜蜂，并承
诺将长期提供养殖技术支持以及蜂产品回购。

“劳模队伍不仅仅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岗位
先锋作用， 更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 将其整合起
来 ， 使其在扶贫协作与对口帮扶工作中发挥作
用， 是充分发挥工会组织桥梁作用的重要举措之
一。” 密云区政协副主席、 总工会主席何丽娟告
诉记者， 组建劳模扶贫队， 是密云区总工会对接
扶贫工作的重要途径之一， 也是密云工会参与扶
贫协作工作的一项创新品牌。

整合劳模资源组队伍
据了解， 在2018年7月， 密云区总工会了解到

一部分劳模先进非常关注对口扶贫工作， 有愿望
参加帮扶， 想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了解到劳
模先进们有着想为贫困地区低收入群众脱贫增收
做些实事的想法， 我便及时上报密云区总工会党
组， 主动搭建起了这座沟通的桥梁与平台。” 密
云区总工会劳模办主任张艳国告诉记者， 密云区
总工会党组高度重视劳模帮扶工作， 党组专题研
究， 决定将李广莲、 王东生、 李定顺、 刘永连等
劳模组织起来， 成立密云区劳模扶贫队， 为全区
的劳模、 先进搭建扶贫协作工作平台， 并任命张
艳国担任密云区劳模扶贫队队长， 协调组织劳模
开展对口扶贫等帮扶工作。

密云区劳模服务队成立后， 全区劳模积极响
应， 纷纷表示要发扬劳模精神， 发挥各自资源优
势， 积极参加到扶贫工作来。 其中，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洪福环宇餐饮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广莲， 同时也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密云
三烧” 的传人， 熟悉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流通全
过程， 其餐饮加工企业每天需要几吨的粮食和蔬
菜； 北京市劳动模范、 北京京纯养蜂合作社理事
长王东生， 是个养蜂专家， 也是京纯优质蜂蜜品
牌持有者； 北京市劳动模范、 北京奥金达蜂产品
专业合作社支部书记、 理事长李定顺， 是密云区
食品药品企业联盟副会长， 和王东生一样， 也是
个养蜂专家， 两人都有着合作化生产经验和固定
的销售渠道； 北京市劳动模范、 北京东方神韵工
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连， 是党建、 企业管理方
面专家， 其管理企业业务涉及餐饮、 物业、 环境
管理等多方面。

拓展协作扶贫建渠道
“这四个人在所属领域都是专家型人才， 有

着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一定的管理经验， 为开展对
口帮扶提供了便利条件。” 张艳国表示， 密云区
总工会劳模扶贫队将大家组织起来， 将技术、 市
场、 行销渠道等优势资源列为帮扶重点和贫困地

区对接。 为确保准确高效对接，劳模扶贫队主动联
系密云区对口支援挂职干部， 向他们介绍服务队
资源和可能提供的资源和帮扶内容， 并邀请他们
结合贫困地区群众需要，对接贫困镇村，有针对性
地确定了河北滦平、蔚县、湖北十堰市竹溪县、内
蒙古巴林右旗等地为帮扶对象，确定了帮扶关系。

确定帮扶对象后， 密云区劳模扶贫队积极开
展帮扶工作。 “服务队立足实际， 精准施策， 技
术到村， 帮扶到户。” 张艳国告诉记者， 在对口
帮扶的滦平县大屯镇奎木沟村， 扶贫队将150箱
优质蜜蜂和2万元启动资金无偿捐助给村里， 用
于30户低收入户增收， 扶贫队队员王东生不仅捐
资捐物， 还将养殖技术为贫困户送到了家， 认真
指导农户养殖。 对于一些丧失劳动能力户， 扶贫
队和村里协商， 采取有能力户代养收入分成的方
式， 有效解决了无劳动能力户增收问题。

“劳模服务队在帮扶到户的同时， 更注重产
业帮扶， 结合受援地特色产业， 积极开展多角度
帮扶。” 据介绍， 在河北蔚县、 内蒙古巴林右旗，
在了解到当地自产绿色蔬菜销售不畅和影响产业
发展的问题， 扶贫队员结合自身企业需求， 主动
和属地政府签订了蔬菜购销合同， 解决了困扰脱
贫致富的难题。

在捐助资金的同时， 密云区劳模扶贫队坚持
授人以渔， 强化增收技能的培养。 为增强蜂农养
殖技术 ， 劳模扶贫队员李定顺邀请专家八下竹
溪， 开展专业培训， 赠送蜂农书籍300册， 光盘
100套， 为蜂农送上增收致富的 “金钥匙”， 扶贫
队在扶智的同时注重扶志， 引导贫困户不能丧失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强化精准扶贫重时效
“不管是拓宽帮扶维度， 聚焦产业发力， 还

是强化思想引导， 扶贫先扶智， 密云区总工会参
与扶贫协作工作 ， 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时
效。” 张艳国介绍， 在河北滦平、 兴隆、 承德 ，
湖北竹溪等地， 劳模扶贫队通过建立合作社分社
和扶持属地合作社发展的形式， 促进产业发展。
劳模扶贫队队员李定顺将河北丰宁、 滦平、 承德
三县作为生产基地， 组建了三个奥金达分社； 在
湖北竹溪， 和丹江口顺达农业专业合作社合作建
立竹溪蜂业基地打造养蜂产业， 通过扶持产业发
展， 促进地区贫困户增收。

在了解到湖北竹溪有的孩子因为家庭贫困即
将辍学， 劳模扶贫队员李广莲积极慰勉， 引导孩
子不能放弃学业， 主动捐资助学36万元， 资助贫
困家庭的12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习， 直至大学毕业
就业。 密云区劳模扶贫队从技术到心理， 坚持扶
智和扶志并举， 切实推进帮扶工作深入开展。

据统计， 2018年以来， 密云区劳模扶贫队开
辟了一种整合劳模优势资源对口帮扶贫困地区群
众的新形式， 超过300户群众增收受益， 帮扶效
果十分明显。

为扩大劳模扶贫队影响力， 密云区总工会还
通过组织座谈、开展演讲、进行网络宣传等形式，
以劳模带动劳模，以典型影响感召劳模，吸引更多
劳模加入扶贫队，并用劳模扶贫精神引领新风尚。

组建劳模扶贫队打造扶贫协作新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