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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名个人32个集体获国家表彰！
我省紧盯“黄河滩”，聚焦“沂蒙山”，锁定“老病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2月25日上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对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进行颁奖，对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进行表彰。山东省有41
人（含追授）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32个集体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据了解，2015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
后，山东全省上下勠力攻坚，砥砺践行。此次
受表彰的先进个人中，有面对家徒四壁的窘
境，带动20多名残疾人和12户贫困户实现脱

贫增收的平邑县凯凯服饰有限公司经理刘
加芹；也有以科技促脱贫的山东农业大学园
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学森。

我省受表彰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中，还有三位特殊的获得者。三下基层，一干
就是21年，最后突发疾病、牺牲在脱贫攻坚
一线的原泰安市岱岳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苏庆亮；创新推广“临矿扶贫
模式”，生命最后一刻仍坚守驻村岗位的原
沂水县四十里铺镇洪沟村第一书记、临沂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扶贫办副主任刘建光；
用400多个日夜带领630余户群众走出贫困、

因公牺牲的原单县黄岗镇柴庄村第一书记、
省工商局主任科员王新杰。

此次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中，有聚焦“老
病残”，在全国率先推行“村级扶贫专岗”互
助扶贫模式的中共乐陵市云红街道工作委
员会；也有累计减贫14 . 1万人，大力实施黄
河滩区迁建工程的中共鄄城县委员会。

按照“2016-2018年基本完成、2019年巩
固提升、2020年全面完成”工作部署，山东紧
盯“黄河滩”，聚焦“沂蒙山”，锁定“老病残”，
拿出攻坚之勇、下足绣花功夫，交出脱贫攻
坚优异答卷。“十三五”期间，山东省251 . 6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654个扶贫重
点村全部退出。4万多名驻村干部、40多万名
帮扶责任人汇成攻坚的精兵劲旅。2019年、
2020年，连续两年选派万名干部下基层，在
岗“第一书记”每年保持在1万名以上，扶贫
重点村“第一书记”实现全覆盖。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我省五年累
计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56万个，总投资315亿
元，累计实现扶贫收益32.7亿元；全省3437家
扶贫车间，累计吸纳7.1万贫困人口就业；建立
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累计资助贫困家
庭学生87.3万人次，有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脱贫攻坚答卷

山东这样诠释脱贫攻坚精神
拿出攻坚之勇、下足绣花功夫，交出脱贫攻坚优异答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夏侯凤超

今年59岁的李洪文，2016年3月作为历
城区派驻南部山区西营街道叶家坡村的

“第一书记”，来到这个省定贫困村，第一书
记的任期原本只有两年，李洪文没想到，在
村民们的极力挽留下，他这一干就是五年。

叶家坡村十分偏僻，翻山越岭往返
于5个自然村之间，摩托车就成了李洪文

的代步工具，“我一天从家到这里来，每
天来回要跑120多公里，到现在我这个摩
托车跑了得有22万多公里。”

为了让村民更好地脱贫致富，李洪
文也开始寻找适合叶家坡地域特色的产
业。他带领村民发展高光效苹果60亩，高
山越夏蔬菜50亩，还想办法为16名困难
群众安排就业岗位，每人每年可稳定实
现打工收入3万元。

李洪文：“摩托书记”五年跑了22万公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晓鹏

足迹遍布82个镇街、510个贫弱村；扶贫
路上腹痛难忍，强打止痛针后坚持工作……
青岛市扶贫协作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窦宗君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这
份荣誉属于全体扶贫干部。”2月24日，在前
往北京接受表彰的路上，窦宗君表示。

2018年窦宗君担任青岛市扶贫协作办

党组书记、主任以来，团结带领扶贫干部几
年来未休过一天假，走遍了有脱贫任务的
82个镇街、510个贫弱村，重点镇村多轮次
遍访。2019年8月，窦宗君突患结肠炎腹痛
厉害，被领导逼着住进住院，前后两次住院
未痊愈就又投身脱贫一线，腹痛忍不住就
打上止痛针继续工作。三年间先后29次深
入到东西协作地对接推动工作，常常都是
深夜乘坐航班往返。

窦宗君：“这份荣誉属于全体扶贫干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马玉姝

是留在城里的大医院还是山区的小诊
所？这道人生选择题，淄博市博山区源泉中
心卫生院院长亓庆良几乎用了一辈子来回
答。因为亓庆良的付出，源泉中心卫生院从
一个茅草丛生的乡镇卫生院到如今拥有诸
多先进设备的知名二级规模医院，发生了
脱胎换骨的蜕变。为当地群众解决了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
1997年，亓庆良再次放弃提拔的机会

和多家市级医院的邀请，回到了当时已
濒临倒闭的源泉中心卫生院担任院长。
24年里，亓庆良全年无休；手术近2万例，
零差错，常年大量的手术，导致亓庆良颈
椎严重变形，有时疼得衣服都穿不了。但
是一上手术台，他便忘了自己也是一个
病人，眼明手快，全身有使不完的劲。

亓庆良：把一生都奉献在农民健康事业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韩微

王慧是枣庄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项目管理科科长，正如王慧所说的，
是无数人平凡的工作成就了脱贫攻坚这
份伟大的事业，而她只是其中的一分子。

提到过去的五年，王慧介绍，枣庄市
先后共投入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 . 36

亿元。为了确保这每一分资金用实用好，
每个项目建成见效，5年间王慧和同事们
起草了30多个扶贫资金项目的实施意见
和管理通知、办法，其中，为切断贫困代际
传递、支持贫困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王慧
所负责的“雨露计划”项目一贯坚持高标
准实施，5年来共补助贫困家庭在校中、高
职和技工学校学生9892人次。

王慧：无数平凡人成就扶贫攻坚伟大事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园园

五年，走访了全市一半以上有贫困人
口的村和三分之一的贫困户，帮助全市
1165名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人均
增加收入万元左右……这些数字，是东营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万栋才在脱贫
攻坚一线的付出与收获。

每年，万栋才都会放弃节假日、双休
日，拿出近半时间在县区、乡镇走村入户，
其中，仅2019年以来，他就走访了2500余
户贫困户。2020年下半年，因没时间治疗
和休息，万栋才眼疾反复发作，但他仍带
病坚持走村入户。把贫困群众当家人，近
三年来，万栋才累计协调帮助贫困群众解
决住房、就业、就医等方面困难300余件。

万栋才：每年拿出近半时间走村入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今年49岁的王风华是烟台龙口市芦
头镇扶贫办的一名干部，自2014年接手
扶贫工作以来，她踏遍了镇街每一片土
地，走进了村里每一户贫困家庭。

工作不能只是埋头苦干，还要不断创
新方法。王风华刚开始进行信息采集工作
时，每次遇到聋哑、有智力障碍的残疾人，

采集工作不免陷入僵局，没办法有效沟
通，就采集不到准确的数据。几番思考后，
王风华突然想到，对照着每户收入明细表
列出涉及到的部门，从各部门获取该贫困
户当年的收入数据以及享受到的各项政
策待遇，逐一分项进行汇总，一个涵盖全
镇可查询贫困户各项信息的数据库就这
样建成了，信息采集工作进入大数据时
代。该做法在龙口市得到迅速推广。

王风华：创新建成扶贫数据库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焜

李学海，安丘市辉渠镇谋家河村党支部
书记、村主任，山东学海农林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这次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李学海说，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

2009年，在当地党委政府邀请下，李学
海带资返乡创业。2010年担任辉渠镇谋家河村
党支部书记以来，成立山东学海农林集团，投

资7 .6亿元绿化荒山荒坡4000多亩，带领发展
绿色农业种植基地3000亩，让2246名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群众人均年增收3 .2万元。为进一步
巩固脱贫成果，公司筹资200万元，设立了“红
林扶贫防止返贫基金”，共帮助106名困难群众
不返贫。谋家河村成立了全镇第一个村办企
业——— 安丘市惠农石化有限公司，该村也从
一个欠债40多万元的穷村，蜕变成一个村集
体积累1600多万元的富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曾现金 通讯员 包庆淼

“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是整个
团队的功劳，更离不开每一位捐赠人、捐赠
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2月24日，
泗水县微公益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党支部
书记、会长孙建涛说。

2月份，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启动女童关
爱计划。该计划系“希望小屋”的配套工程，

由之前的改善女童居住环境延伸至亲情关
怀、心理关怀、生理关怀等。加强微公益横
向、纵向联动，孙建涛说，协会将以泗水县民
政局“泗水县乡村困境及困境边缘儿童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为契机，构建标准化儿童服
务，逐步形成未成年儿童社会服务综合体
系；完成标准化执行手册，完善未成年儿童
服务标准化建设；推动县域公益泗水模式走
向全国，实现公益资源、公益平台等方面的
共享。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晨
见习记者 解发发

“我的初衷就是想真正帮到那些需要
帮扶的人，将爱心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把事情做到实处。尽最大努力，发挥自己
的余光余热。”日照市扶贫志愿者协会党
支部书记、会长滕兆敏接受记者采访时真
诚地说。

1978年出生的滕兆敏，投身社会公益事

业20多年。他先后在日照市建成15处“摆渡”
爱心食堂，聘请贫困户妇女每天为贫困老人
提供免费午餐。五年来，摆渡爱心食堂共为
375名贫困老人提供免费午餐17万余份，协
会累计筹集物资折款260余万元，为20余名
贫困户妇女提供就业岗位。依托食堂建成5
处农村志愿服务站、5处高校志愿服务实践
基地，带动60余家文明单位、爱心企业、高校
及2600余名爱心人士走进农村开展志愿扶
贫活动千余次。

李学海：这次领奖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孙建涛：推动公益扶贫泗水模式走向全国

滕兆敏：为贫困老人提供免费午餐

■ 部分先进个人事迹 ■

苏庆亮女儿苏悦：牢记父亲嘱托，在家乡发光发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侯海燕

2016年7月24日，已经卸任泰安市岱
岳区大陡山村党支部书记的苏庆亮沿着
村庄走了一圈，跟村民们拉拉家常、聊聊
收入、谈谈未来。而这一幕竟成了他留给
这个村庄的最后影像……苏庆亮突发心
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他将46岁
的生命定格在扶贫的战场。

苏庆亮是全国劳动模范，大陡山村原党

支部书记，他在大陡山村工作21年，带领全
村治水修路、绿化荒山，完善基础设施，发展
苗圃、茶园、生态旅游等产业，使大陡山村从
贫穷落后的“荒陡山”“穷陡山”变成了山清
水秀、富裕文明的“绿陡山”“金陡山”。

2月24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独家
采访了苏庆亮的女儿苏悦。提起父亲，苏悦
难掩激动。现在，苏悦已经大学毕业，回到家
乡当了一名语文教师，“今后也会在家乡这
片热土上发光发热，牢记父亲的嘱托。”

蒋虹君：小脑梗死仍冲在脱贫攻坚一线

蒋虹君是威海市文登区米山镇文化体育
旅游服务中心主任。大学毕业后，她放弃深圳
高薪工作扎根农村，坚守脱贫攻坚一线4年
多，业务精熟，奉献担当，积劳成疾小脑梗死

仍冲在一线。创新镇级统筹、党建引领产业扶
贫项目建设模式，推动3个优质产业扶贫项目
落地，4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年增收6万元，
经验被山东省扶贫办在全省推广。

刘加芹：为残疾乡邻撑起致富梦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姜曼
通讯员 王利群

作为新时期沂蒙扶贫“六姐妹”之一的
平邑县凯凯服饰公司经理刘加芹，荣获2021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刘加芹结婚时，公婆常年瘫痪在床，盖
新房还欠下2万多元的债。2000年，儿子的出
生诱发了她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后必

须常年装着心脏起搏器。为了偿还当年治病
欠下的债务，刘加芹咬紧牙关，创办山东省
临沂市平邑县凯凯服饰有限公司。她用瘦弱
身躯撑起了两家服装厂60多名工人的生计。
办起服装厂后，她又将善意和爱心回报给了
几十名残疾人和贫困户。“因为自己也吃过
苦，所以了解他们的难处。人这一辈子不知
道会遇到什么事，能帮别人的时候就要多帮
点儿。”刘加芹说。

马太廷：唤醒村域沉睡资源，绘制扶贫“路线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金刚

自2016年8月任现职以来，德州
市临邑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马太廷始终坚持“一
线工作法”，从走访党员户、贫困户
入手，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
苦，掌握群众需求。

马太廷创新“村域沉睡资源聚

合经济”模式，采取多方调动、集中投
入、系统整合、规范利用等方式，发展
边角经济，激活闲置资源，集合分散
资金，壮大村内产业。全县整理、利用
土地、坑塘等沉睡资源7900亩，发展示
范村336个，带动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
2万元，贫困户平均增收800元。创建返
贫预警机制，被《中国扶贫》列为脱贫
攻坚100计第15计。

王同章：首创三步工作法，推动扶贫领域问题清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

勇挑重担、迎难而上，把问题导
向贯穿始终，较真碰硬查问题、抓整
改、补短板、促落实，常设暗访组深入
一线督查暗访，锁定问题较多的县市
区开展挂牌督办，构建起到边到沿、
一竿子插到底的压力传导机制……
聊城市委副秘书长，市扶贫开发办党

组书记、主任王同章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认真履职尽责，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同章首创“遍访找问题、解剖找
症结、挂牌促整改”三步工作法，推动扶
贫领域问题见底清零。创新实践的规模
农场就业工场“两场同建”、贫困村党支
部和城镇社区“村社共建”、健康扶贫

“一站式”结算、消费扶贫等模式，都在
全省率先取得突破或予以推广。

张庆涛：为乡亲们蹚出致富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云鹤

“2016年成立合作社的时候，我
向乡亲们承诺，两年内集体收入过20
万元。当时，不少村民不相信，会场上
就笑出了声。结果，2017年，我们实现
集体收入27 . 5万元。2020年村集体
收入接近100万。”菏泽郓城县南赵楼

镇甄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庆涛说。自
2004年返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至今，
张庆涛先后3次推动土地流转，蹚出

“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
展路径，带领全村走上了一条集育
苗、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也为乡亲们蹚出
一条致富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

来自中国农业银行山东滨州阳
信县支行的耿建国，是山东省金融系
统中唯一一位“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获得者。2017年，农业银行阳信县
支行和当地政府统筹扶贫政策，统一
组织实施光伏扶贫工程，解决建档立
卡贫困户收入问题。他跑遍5个乡镇，

50个村庄，最远的村走了100多里路。
光伏贷款开展以来，他共经手发放光
伏扶贫贷款277户、1385万元，277户
贫困户现在已经实现全部脱贫。

帮助贫困户成功脱贫后，如何帮
助他们致富又成了耿建国的一件心
事。耿建国从鼓励、帮助脱贫户养牛
上做文章，有些贫困户通过养牛最终
实现了十几万元的年收入。

耿建国：带动脱贫之后，还要鼓励致富

稿件统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许建立

1 济南市扶贫协作湘西州挂职干部工作队

2 商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3 胶州市扶贫协作工作办公室

4 平度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5 淄博市淄川区卫生健康局

6 枣庄市山亭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7 利津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8 中共昌乐县红河镇委员会

9 寿光市科学技术局

10 济宁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11 东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2 荣成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

13 五莲县洪凝街道红泥崖村党支部

14 临沂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15 临沂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孤贫儿

童心理辅导志愿者服务团

16 中共乐陵市云红街道工作委员会

17 东阿县人民医院

18 中共莘县古城镇委员会

19 博兴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 邹平市农业农村局

21 菏泽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22 中共鄄城县委员会

23 东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4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巨野县供电公司

25 山东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26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选派沂南县第一

书记工作队

27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选派蒙阴县

第一书记工作队

28 山东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

29 山东省派莒县乡村振兴服务队

30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选派菏泽市牡

丹区第一书记工作队

3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计划

部（扶贫办公室）

32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

1 李洪文 济南市南部山区西营镇叶家坡村第一书

记，历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科员
2 窦宗君 青岛市扶贫协作工作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3 刘昌法 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东东峪村第一书记，

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4 亓庆良 淄博市博山区源泉中心卫生院院长
5 王 慧 枣庄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管

理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6 万栋才 东营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7 王风华 龙口市芦头镇农村经济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
8 牛伟国 潍坊市峡山区王家庄街道大圈村第一书

记，市重大项目服务中心政研科科长
9 李学海 山东学海农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10 赵士举 济宁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副科长、三级

主任科员
11 孙建涛 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12 苏庆亮 生前为泰安市岱岳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
13 蒋虹君 威海市文登区米山镇文化体育旅游服务

中心主任
14 滕兆敏 日照市扶贫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

长
15 刘建光 生前为沂水县四十里铺镇洪沟村第一书

记，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扶贫办副主任
16 王传喜 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

主任
17 张佃虎 莒南县委书记，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
18 刘加芹 平邑县凯凯服饰有限公司经理
19 张贵州 费县薛庄镇中心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20 马太廷 临邑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
21 王同章 聊城市委副秘书长，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
22 张丙煜 滨州市委副秘书长，市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二级巡视员
23 刘艳敏 菏泽市牡丹区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主

席、一级主任科员
24 吴 彬 菏泽市定陶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
25 穆 杰 单县县委书记
26 朱文莉 单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

一级主任科员
27 张庆涛 郓城县南赵楼镇甄庄村党支部书记
28 邓文博 菏泽市经济开发区岳程街道党工委书

记、一级主任科员
29 金 栋 原费县马庄镇核桃峪村第一书记，省委

宣传部国有文化企业综合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30 于 倩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科长
31 李道伟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一级主任

科员
32 肖 翔 省水利厅农村水利处一级主任科员
33 包 成 省扶贫开发办政策调研组二级主任科员
34 高 杨 菏泽市牡丹区黄堽镇邓庙村党支部书

记，省审计厅法规处(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35 王新杰 生前为单县黄岗镇柴庄村第一书记，省

工商局主任科员
36 范其鹏 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
37 王恒冰 华鲁集团派驻鄄城县大埝镇扶贫督导

员，中科华鲁土壤修复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8 刘卫东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市场营销部（农电

工作部）副主任
39 耿建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信县支行

个贷中心客户经理
40 孙启法 东平县大羊镇王庄村第一书记，中央储

备粮泰安直属库有限公司综合人事科科长
41 陈学森 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山东41人受表彰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山东32个集体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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