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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田朝晖、欧甸丘

“同样是种这块地，去年种玉米赚了不到 1500 元；
今年把地租给了公司，还是在这里种地，一个月赚的工
资就有 2000 多元。”贵州省石阡县国荣乡 65 岁的老农
民、贫困户邓宗芝虽然不知道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但这
笔账她算得很清楚。

邓宗芝所在的国荣乡是贵州省的极度贫困乡，目
前全乡未脱贫人口还有 1 9 5 6 人，贫困发生率
12 . 66%。同众多中国乡村一样，这里年轻人大多外出
“讨生活”，剩下的大都是“386199 部队”，上了年纪的
老人和没法外出务工的妇女构成了村里劳动力的主
体。

“种花、种树不如种玉米实在，花和树可不能吃！”
邓宗芝曾跟前来动员她流转土地的村干部说。几番思
想斗争后，种了五十多年玉米的邓宗芝决定彻底告别
“玉米生涯”。她认识到“能吃的玉米的确没有花木这么
赚钱”，于是把家里近 10 亩地流转给了国荣乡长荣生
态产业园经营花卉苗木。

“早上七点半上班，中午回去吃个饭，下午六点下
班，一天八小时，工钱 80 元。碰上中途下雨，工作了 1
小时以上，公司会进行累计计算。”邓宗芝一边熟练地
锄着紫薇园里的草，一边说。

国荣乡长荣生态产业园的核心区共有 1200 亩土
地，种植了涵盖红叶石楠、海棠、朱砂丹桂、紫薇、樱花
等在内的 67 种花卉苗木共 19 万棵。记者 11 日在这片
基地上看到，近两百名农民散布在园区各处劳作，两米
多高的紫薇开出了一串串红色的花朵，地面上各色月
季花迎风招展，大棚里刚刚育出的金丝楠木苗已经破
土长出。

国荣乡长荣生态产业园自去年 10 月新建以来，已

发放民工工资 141 万元，发放土地流转租金 78 万元。
对村民而言，除土地流转费、打工工资带来的实惠外，
更重要的是能跟着园区的技师学育苗技术。

“国荣乡生长着很多野生金丝楠木，但村民却没法
把楠木的种子培育成金丝楠的苗。”国荣乡村民李德银
在浙江打工近 20 年，今年初回到村里，一边在园区务

工，一边学习金丝楠的育苗技术。
“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技术，成活率达到了 99%

以上，现在已经长出了第五片叶子，年底能长到
60-80 厘米高，那时候可以卖到 8 元/棵左右。”李
德银蹲在金丝楠育苗大棚里说，“今年三月份育的
苗，现在已经有 5 万株栽进了营养袋了，还有 8 万
株马上要装袋。”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一个农业项目带富一方人，
园区景区化、农旅一体化雏形初现。国荣乡长荣生态
产业园总经理尹介华说：“把农民培养成技术工人、
把农业园区打造成旅游景区延伸了产业链条，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了企业和农民抗风险的能
力。”

国荣乡长荣生态产业园由湖南长浏园林集团和
石阡县国荣乡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组
建，后者所得产业收益 10% 用于示范区域土地流转
户分红，5% 用于所在村集体经济积累。“选准产业
是前提，流转土地是基础，技术培训是保障，龙头企
业是关键，利益连接是动力，群众增收是目的。”石阡
县委常委、国荣乡党委书记龚朝清说，园区结合了外
来企业的市场开拓、技术能力优势和本地企业的资
源整合优势，将打造成集花木研发、生产销售、观光
旅游及绿化工程于一体的综合经营型现代农业产业
园。

苗木苗圃产业是国家级贫困县石阡县提出的扶
贫开发主导产业之一。铜仁市委常委、石阡县委书记
皮贵怀说，产业扶贫必须将“输血式”扶贫变为“造血
式”脱贫，让农户进园务工有薪金，土地入股有股金，
产业见效有红利，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面推进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造血式”脱贫，1 个月干出过去 1 年的收益
贵州石阡产业结构调整助力农民增收

新华社南宁 6 月 12 日电(记者何程)“不外出务工
的话没有多余的收入，出去的话老人小孩又没人照
顾。”这个矛盾此前一直困扰着新华村村民舒贵花。现
在她进到村里的“扶贫车间”上班，一出家门就进厂门，
实现了赚钱顾家两不误。

新华村位于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克长乡，地处石
漠化山区，缺水少地，属于深度贫困村。走在村屯里，随
处可见用来积蓄雨水的地头水柜和家庭水柜，山脚的
石头缝间稀稀拉拉地种着一些玉米。

舒贵花家里只有一亩多山地，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为改变贫困生活，舒贵花前几年在南宁市一个
建筑工地打工，每个月能领到三千多元工资。随着
两个小孩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家里老人体弱多
病，她只能放弃在南宁的工作，回到家里照顾老人
小孩。

今年 4 月份，当地引进一家玩具制作公司，在新华
村开办了“扶贫车间”，主要为广东的玩具厂制作布艺
玩具半成品，技术要求简单，舒贵花得知后马上应聘到
车间工作。

“扶贫车间”让舒贵花重拾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上
个月是实习期，领了 1500 元工资，这个月应该接近
3000 元。”舒贵花一边娴熟地将布料缝制成一个逼真
的布艺砂糖橘，一边介绍：“车间离我家 2 公里，离幼儿
园 3 公里，工作之余我可以照顾老人小孩，农忙时还能
请假回家做农活。”

舒贵花的话引起工友郭信英的共鸣。家住新华
村丫口屯的郭信英家也是贫困户，有两个上初中
的孩子，一年唯一的收入是大约两千斤玉米棒，远
远满足不了家庭生活开支。“家里的老人今年 7 5
岁了，时常生病，我们不能丢下老人出去打工。”郭
信英说，不打工的话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每年都要
向别人借钱。现在她在“扶贫车间”工作，既能照顾

老人，每个月两三千元的工资也可以维持家庭
生活。

得知村里有个可以工作的车间，一些原本在
外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和城里的车间差不多，
管理还很规范。”今年刚满 20 岁的杨贵英说，她之
前在广东打工了一年半，进过制衣厂和电子厂，
“在这里工作比在外面打工好，过年过节都可以在
家里。”

种植缺地，养殖缺水，这是石漠化地区脱贫攻
坚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难题。克长乡扶贫干部黄强
说，自然资源匮乏迫使当地村民外出务工，但留守
儿童、空巢老人、田地丢荒等问题又开始显现，这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活力，增加了乡村振兴的难
度。

黄强说，现在“扶贫车间”开设到村里，村民们在
家门口就能就业，这解决了务工和顾家之间的矛盾，
激活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为石漠化地区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提供了新路子。

“扶贫车间”负责人黄家政介绍，他的车间原来
设在广东，新华村的场地租赁成本和用工成本低，吸
引他搬到这里，“开始我是想招聘一些村民到广东打
工，了解到这里场地租金低，富余劳动力多，就决定
在这里就地建车间。”

新华村党支部书记丁朝庭说，村里将闲置的校
舍腾出来出租给企业做车间，唯一的条件是希望优
先聘用贫困户。“扶贫车间”的进驻不仅让贫困户有
了一条脱贫的门路，村里每年还能收入一万元租金，
告别了集体经济“空壳村”。

黄家政说，目前车间共有 40 台机器，聘用了 42
位村民，其中 22 人属于贫困人口。“因为订单很稳
定，公司准备再增加 80 多台机器，预计今年 9 月份
可以给村民提供 150 个就业岗位。”

“扶贫车间开到我山村”
广西隆林：村民务工顾家两不误

▲贫困户在国荣乡苗木苗圃基地劳作。 本报记者田朝晖摄

“总有一天我会爬起来”
四川资阳：贫困户奋斗脱贫的故事

“哎呀，把病治好了，可高兴了，再也不怕了！”当记
者随机走进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高家圪图村贫困户
王女家中，询问她家情况时，58 岁的王女拍着手脱口
而出：“再不用受那熬煎了！”

王女是个麻利能干的陕北农村妇女，性子直、嗓门
高，和丈夫高世荣生育了两个儿子。这一家本来可以过
上幸福的日子，但十多年来，疾病却给她和她的家庭带
来了极大的困扰。

王女患过子宫肌瘤和糖尿病，但就是这常见的疾
病，也曾把王女一家拖入贫困甚至崩溃的边缘。

坐在干净整洁的窑洞炕边，谈起早年的经历，王女
苦着脸连连摇头摆手说：“那些年可受够了那弯弯罪
咯……”

15 年前的夏天，王女腹部疼痛，那时农村医疗卫
生条件有限，小病扛、大病拖是常事。疼得受不了时，家
人送她就近找了家个体诊所，结果导致误诊，血流不
止。家人当即把她送到 80 公里外的延安市，随后高世
荣又赶回村里筹集医疗费。家里的亲戚普遍不富裕，也
都劝高世荣说王女这个样子没救了，不如不治，否则人
财两空，不肯借钱。

走投无路的高世荣只得找到高利贷放贷者，在写

下了“种大棚、养猪还债”的借据和保证书，并有保证人
签字的情况下，借来了月息两分、利滚利的两万元高利
贷。

王女得救了，但高利贷却压得这个家喘不过气来。

全家人辛苦了两三年，终于还是把钱还上了。
“你可把这个家坑苦了！”丈夫随口一句埋怨的话，

深深刺痛了王女的心。“那时老公在外跟人说好话，俺
就在家哭。”

不幸的是，2010 年，王女又生病了，这次她不敢
说，怕又拖累家里，一直都独自扛着，结果到 2015 年，
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导致她神经受损，完全丧失劳动
和生活能力，瘫痪在床，成了个“废人”。这个家庭成了
村里的贫困户。

病情连续发作抽搐后，家人把她送到了 20 多公里
外的延川县人民医院。

这一次，在医院医生的帮助下，王女一家再也没有
借高利贷，一万多元的住院费在新农合和大病救助政
策兑现中几乎全部报销。出院后的王女，每个月还能从
医院领取到 800 多元的免费治疗药物。3 年多时间来，
王女家接受国家的医疗救助费用共计 4 万多元。

王女的糖尿病很快得到控制，劳动和生活能力也

全面恢复。夫妇俩带领两个儿子搞起了 3 间大棚，种
起了香瓜和蔬菜，一个大棚能有一万多元的收入，王
女还被安排在村里的护林员公益岗位工作，一年有
一万元的收入。

2016 年，这个家庭主动要求摘掉贫困的帽子。

延安市在脱贫攻坚调查中发展，疾病是当地贫
困增量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2017 年，延安市在健
康扶贫工作中基本实现 4 个 100% ，即：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 100% 参加基本医保，100% 参加大病保险，
市域内医疗费用“一站式”结算实现 100% 全覆盖，
贫困人口对健康扶贫政策知晓率基本达到 100% 。

“我生病后，村里的干部和医生隔三岔五上门
来。紧急的时候打个电话，流动医院车就来了，他们
又不挣我的钱。”王女说，“我这命是党和政府救回来
的，真想磕个头！”

“过去最怕上医院，现在有病就上医院，再也不
用为钱熬煎了。”说话间，王女开怀大笑。

窑洞的墙上，挂着高世荣和小儿子特意在脱贫
后照的艺术照，欢笑布满父子两人的脸庞，和几年前
的旧照形成了鲜明对比 (记者沈虹冰、梁娟、张斌)

新华社西安 6 月 12 日电

“有病就上医院，再也不用为钱熬煎了”
延安健康扶贫基本实现 4 个 100%

据新华社成都 6 月 12 日电(记者周相吉)记者近
期走访川中贫困村，看到了令人振奋的脱贫攻坚场景。
一些贫困户包括特殊贫困群体在各界帮扶下，脱贫致
富的内生动力得到极大激发。脱贫路上，他们努力拼
搏、积极奋斗。

“生活要笑着过”

因身体原因，郭素兰出门都有困难。
郭素兰是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放生乡甘家店村的

贫困户，甘家店村则是贫困村。记者见到郭素兰时，她
正坐在板凳上做刺绣。一尺长、半尺高的板凳，伴随她
几十年了。村干部说，郭素兰从小患病，走路只能坐着
凳子，用手撑地移动。

郭素兰这些年养了 100 多只兔子。
郭素兰说，老母亲负责割草，她负责坐在凳子上给

兔子喂食。“我还要给兔子消毒呢，夏天至少隔一天要
消一次毒。”郭素兰笑着告诉记者。

在乐至县人民法院派驻甘家店村第一书记蒋未的
帮助下，郭素兰家养的兔子销路更好了。

“我要笑着过好每一天。”郭素兰说，她每个月都要
卖兔子，今年卖兔子收入已近 2000 元。

“贫困户也能创业”

在甘家店村，记者见到了另一贫困户杨小容，她也
是创业典型。

4 年前，杨小容的老公突然患病。照顾老公、两个
孩子以及家里老人的重担一下子落在她肩上。从 2014
年到 2016 年，她经常半夜外出，带着手电筒到田里捉
黄鳝。“一晚上捉的黄鳝可以卖 50 元左右。”杨小容说，
那个时候，她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养羊。

想到就去做！2015 年下半年，她申请修羊圈。杨
小容给村干部提出这个想法后，立即得到了支持。在
扶贫干部帮扶下，杨小容获得 4 万元补助，羊圈于
2016 年修好。如今，干净整洁的圈舍里，已经有了 80
多只黑山羊。

“最开始只有 5 只羊。我今年又申请了 5 万元
贷款，买了肉牛、饲料压缩机、割草机等。贫困户也
可以创业！”杨小容说，她现在是开着三轮车到外村
割草。

今年，杨小容分批次卖羊和肉牛，收入 4 万元不
成问题。

“总有一天我会爬起来”

曾世才是甘家店村典型的贫困户，最初不是艰
苦奋斗的典型，而是“等靠要”。这是他给蒋未留下的
第一印象。2017 年 5 月，蒋未到曾世才家时，发现曾
世才两口子正在看电视。而其他村民在田地里干活。
“如果一家人不努力奋斗，永远也改变不了现状。”蒋
未对曾世才说。

受郭素兰、杨小容等人的影响，在蒋未的思想动
员下，去年底，曾世才开始了他的致富行动。他首先
从郭素兰家赊了 4 只兔子，再从杨小容家赊了 2 头
羊。如今，曾世才已经有了 4 只羊和 10 只兔子。此
外，他还养蚕和鸡。

“总有一天我会爬起来！”曾世才说，郭素兰走路
都要靠凳子还创业，大家能干，我为啥不能拼？

在蒋未和村民们眼里，曾世才是村里精神面貌
变化最大的贫困户。他的爱人每天外出割草，他负责
给牲口喂食。起早摸黑，尽管辛苦，但曾世才看到了
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希望，并且这种希望正一步步实
现。

新华社北京 6 月 1 2 日
电 ( 记 者 史 竞 男 )扶贫图书

《习水古茶树》日前已由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该书通 过
3 0 0 多张照片，让沉寂千年
的 古树走 出 大 山 ，展 现 在
世人 面 前 ，体 现 了 贵 州 习
水在脱贫攻坚战中的文化
成果。

在 1 2 日在京举行的该
书出版座谈会上，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说，习水
人民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用心保护着上万棵古茶
树，守护赤水河边的绿色宝
库。在习水这块红色热土上
打响了脱贫攻坚战，习水古
茶树的保护开发就是一个缩
影。

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
鹏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人民出版社高度关注扶贫工
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知识
扶贫活动，策划和出版了系
列扶贫图书。这些图书既有
扶贫政策的解读，也有扶贫
成功案例的剖析，既有扶贫
理论的探索，也有扶贫实践
的归纳总结，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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