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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帮助的困难学生在
“花海基地”
前邀请大家来并嘎村旅游

跨越 2200 公里的山海相逢
深入贵州黔西南州帮扶一线 感受别样元宵
2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40 分，从
宁波栎社国际机场起飞的飞机缓缓
降落在贵州兴义机场。宁波市公安
局首批对口帮扶专班副组长徐逸波
重返故地，
目之所及，
希冀升腾。
去年今日，宁波市公安局派出
7 人工作专班，无惧疫情，常驻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义龙新
区雨樟镇并嘎村。一行 7 人的公安
专班，为“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对
口合作、山海协作”之下的精准扶贫
而来。如今，由 4 位民警组成的第
二批专班，已进驻并嘎村两个多月，
这一次，他们为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而来。
“浙”一年里，作为全国唯一一
支地方公安派驻的对口帮扶工作
队，宁波公安专班“甬”往直“黔”，在
使命传承中经历了“新老交替”，让
“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有了生动
且具体的
“解说词”
。

李丰（左一）在并嘎村与村干部和
群众交谈

初见春日秀美并嘎
行走间，
有许多初见。
并嘎，在贵州当地方言里被
寄予了美好之意。
“并”
，
象征着村
民聚合在一起；
“嘎”
，
意味着快乐
与幸福。
油菜花黄，
天空澄碧，
纤云不
染，
远山含黛，
春风拂面。这是晴
好春日里的并嘎村给远方来客最
诚挚的
“欢迎礼”
。藏身于雨樟镇
东部的并嘎村，
是典型的苗族、布
依 族 少 数 民 族 村 寨 ，有 9 村 14
组。2009 年 10 月 17 日，时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李克强曾到并嘎村看望慰问当
地村民。
这个原为国家二类贫困村的
少数民族村寨，在 2017 年脱贫出
列，225 户贫困户脱贫 211 户，所
剩 14 户贫困户在 2019 年已脱贫
清零。
聚沙成塔 集腋成裘。这些
惊人的乡村之变，离不开国家扶
贫政策“引”来的各种利好帮扶。
其中，就有全国唯一一支地方公
安派驻的对口帮扶工作队——宁
波市公安局对口帮扶专班。
2 月 24 日，正月十三。当天
中午 11 点，笔者一行 5 人从宁波
乘机抵达贵州兴义机场，通往并
嘎村的盘山公路蜿蜒向前，油菜
花香扑鼻而来。
并嘎村村支书郑洪的标志性
“贵普”介绍，也让并嘎村一幅幅
生机勃勃的宜居画卷徐徐展开：
宽敞的水泥村道干净整洁，成排
的路灯照亮村民的回家路，村口
有了新建的公厕，坐在屋门口的
老人聊着家常，寒假里的孩子们
追逐嬉闹，篮球场上的青少年挥
洒汗水，
春节游人络绎不绝、乡旅
产业逐步兴起……保障有了，产
业有了，
收入增加了，
村民的幸福
指数更高了。

被认领的大山心愿

宁波来的“助”梦人

奋进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
的帮扶路上，每一个微小的愿望
生 活 、新 奋 斗 的 起 点 。”2 月 25
都值得被厚待。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
王春荣，是并嘎村的大学生
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之一。也是村里 25 名被结对帮
话，
字字千钧，
饱含勉励。
扶的困难学生之一。
有一串数据，让人看到帮扶
2 月 24 日下午 2 点，宁波市
之下村民努力生活的模样：人均
公安局驻黔西南州第二批工作专
年收入从 2019 年的 11673 元增
班组长李丰和几名村干部专程到
长到现在的 13040 元。
王春荣家送助学金。这 25 名困
2019 年实现脱贫清零的并
难学生，由宁波市公安局党委班
嘎村，
站在新起点，
开始了自己的
子成员所在支部认领结对，一直
发展之路。宁波公安的两批帮扶
帮扶到学生完成学业，其中年限
专班队员，跨越 2200 公里的山海
最长的达 13 年。
相逢，注定在共同缔造中发生一
同样在当天下午，李丰和村
个个奇迹：从走村入户上门家访
干部走进刚上初二的贺富帮家回
到规划投建四季花海、溶洞开发、
山村民宿、房车营地、培训基地、
访。刚进小院，弯着腰的贺爷爷
解决直饮水工程、助学助困、打造
正准备把牛赶出牛舍去吃草。房
前，
沿石阶而上，
一楼右侧便是贺 “富民田”等一个个创新帮扶项
目，
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
让
“就业
富帮和哥哥的房间，两兄弟平时
帮扶、医疗帮扶、贫困结对、物资
睡的床铺摇摇晃晃，床脚被绑上
捐赠、创新举措和长效巩固”
在并
好几条竹片来加固。贺富帮说，
此前两兄弟睡塌过一次，不过过
嘎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两天哥哥到东莞打工后，自己一
元宵节当天下午，专班队员
忙完手头的活，又开车到距离并
个人睡就会好一点。可当李丰问
嘎村 13 公里的雨樟镇买元宵节
及最需要什么时，贺富帮却脱口
团圆饭食材。一听是宁波来的公
而出了三个字
“不需要”
。
安帮扶专班，
老板很是热情，
和队
李丰马上读懂了这一句“不
员们聊起了当地的年节吃食。这
需要”。
“ 你看你们睡的床铺都这
样了，给你们买张新的好不好？
两个多月来，入乡随俗，蘸辣酱、
吃辣菜成了队员们的饮食日常。
再买个衣柜，
衣服就有地方放了，
但元宵节这一天，他们打算邀请
不用在家里拉线挂衣服了。
”
李丰
耐心地开导道。考虑了几秒钟，
当地村民一起过节，亲自做一顿
贺富帮这才挤出一句话：
“ 好吧！
熟悉的宁波口味的清淡晚饭，再
那我想要个衣柜。
”
从贺富帮家离
吃上一口热乎乎的宁波汤圆。
开后，村干部韦安川马上到雨樟
镇买床铺和衣柜，准备第二天让
通讯员 郑莲花 徐逸波 /文
商家送货上门。2 月 25 日下午，
通讯员 王浙兵 /摄
看到家里铺好了新床铺，摆好了
新衣柜，贺富帮的年迈奶奶很是
感激：
“ 真的谢谢你们，缺什么就
给我们送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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