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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电(记者沈虹冰、梁娟、张斌)黄土高原
山峁间，波涛汹涌黄河畔。延川县乾坤湾镇碾畔村的夜
晚，村中舞台上的陕北民歌高亢嘹亮，几百米外，村民
郝世斌家的烤肉店生意正酣。忙碌的郝世斌脸上沁着
汗珠，端茶倒水，招呼客人，一刻不停，儿子则在不停地
翻转烤串。

“累是累点，可心里乐啊！这个烤肉店一年收入 20
多万元呢！”50 岁的陕北汉子郝世斌抽空坐下来聊天，
眼角皱纹里舒展着满满的笑意和自信。

郝世斌一家有八口人，家中四个老人有三个瘫痪在
床。多年来，一直靠着他在外打零工供养两个孩子上学、
赡养老人。虽然夫妻俩很努力，但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2010 年，乾坤湾镇初步开发黄河乾坤湾景区，当
时虽然只有一个观景台，但常年少见外人的村里渐渐
有了游客。

机遇来了！郝世斌决定重拾老手艺，开始卖凉粉。
“我们半夜就起来做凉粉，早上再担着担子去观景台附
近卖，一天能卖几十块钱，尽管赚得不多，但在家门口

挣钱，能顾上家，还是比在外打工划算。”
尽管卖凉粉的收入不错，但是由于家庭负担太重，

2015 年，郝世斌家被评定为贫困户。“村干部和帮扶干
部看我们有这个手艺，让我们享受了每人 2000 元的贫
困户产业发展补贴。此后，景区为了规范管理，不让摆
摊，又给我在景区门口协调了一个固定摊位。这个凉粉
摊可给我家带来了第一桶金！”

黄河九十九道弯，风景最美乾坤湾。伴随着伏羲码
头、红军东征纪念馆、碾畔村民俗博物馆等景点日渐增
多，景区人气也一日比一日旺。

2016 年 9 月，景区管委会又找到郝世斌，让有生意
头脑的他经营一家面积有 200 多平方米的景区超市，主
要售卖陕北土特产和手工艺品等。这一年年底，郝世斌
一算账，两份生意收入有近 20 万元，全家一商量，贫困
户不能再当了，主动向当地政府提出脱贫申请。

“扶贫政策是给最需要的人。”郝世斌说：“党和政
府在困难的时候把咱扶持起来了，咱有能力富起来了
就要主动退出，把政策让出来，同时一起帮扶其他贫困

户啊！”
郝世斌不仅脱贫了，而且还成了延川县的“致富先

锋”。“我披上‘致富先锋’的大红花时，可风光了！我就想
啊，国家扶贫不是解决我一个人的事，我有责任带动其
他贫困户一起富起来。”

看到父母生意红火，2017 年，两个在外打工的儿
子也回家发展。经过一番盘算，郝世斌决定将村里搬迁
移民建在景区的商铺用来开烤肉店，没想到，一开业生
意就异常火爆。

夫妻俩白天开超市卖凉粉，晚上就帮儿子招呼烤
肉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嘛！虽然一家人从早到晚忙
忙碌碌，但很充实，去年挣了四五十万元呢！”郝世斌开
心地笑出声来。

“村里现在看不到闲人了。”碾畔村第一书记呼建
岗说，全村 98 户 335 人，有的将土地流转给相关开发
公司并在公司打工，有的卖百货卖小吃，有的在景区管
委会做管理，还有的在政府鼓励下将自家窑洞改造成
农家乐，2017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11500 元。

目前，乾坤湾相继开设了黄河漂流、5D 动感影
院穿越黄河等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乾坤湾滑索和黄
河谷欢乐主题乐园，并且积极谋划“黄河魂·中国梦”
大型实景演出，给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文化体验。

乾坤湾镇党委书记辛永峰介绍，2017 年景区接
待游客超过 1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5 亿元。
旅游直接带给农民收入 500 余万元，间接推动了近
800 户农户发家致富和 374 户贫困户脱贫摘帽，还
吸引了不少大学毕业生回乡就业创业，全镇农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 10190 元。今年截至目前，景区已经接
待游客近 100 万人次，全年保守预计接待游客将达
到 150 万人次左右。

现在，郝世斌不仅忙着自家生意，还热心地给贫
困户分享自己的“生意经”，并且还雇了 11 个贫困户
在自家务工。村里贫困户看病借钱、创业借钱，只要
人家开口，他都满口答应。

“党和政府扶持了咱，咱也得想着回馈社会！”郝
世斌说。

当上“致富先锋”，还要带富其他贫困户
陕北农民郝世斌脱贫致富的“羊群效应”

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19 日电(记者齐易初、白佳
丽)新疆喀什、和田、克孜勒苏、阿克苏等南疆四地州是
国家确定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目前，科技
与扶贫的结合，正在努力改善这里“人多地少”“一方水
土养不了一方人”的现状。

中科院新疆分院选派的深度贫困村第一书记冯涛
所在的巴格齐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地
区墨玉县。334 户村民中，贫困户占到 217 户。这里人
均耕地不足一亩，按照传统耕种方式，一年下来一亩地
收入不过几百元。

“首先想到的就是提高土地的效益。”冯涛说，今年
1 月担任巴格齐村第一书记后，他就着手带领村干部
研究调整本村的种植结构，推广当地有种植历史且高
附加值的玫瑰、核桃、大蒜等作物，并套种药材、发展庭

院经济，在有限的土地上增收。
“这里种植药材的自然条件很好，而且有种植历

史，农民会种。”驻村工作队员努尔波拉提·阿依达尔汗
介绍说，本地不少药材从国外进口，成本高，手续复杂，
而标准化种植可以降低成本。目前，依托中科院新疆分
院科研力量，通过对 70 个品种的药材进行实验，已选
取 8 种在试验田中完成试种。

此外，巴格齐村等四个村还套种了 150 亩大马士
革玫瑰。中科院新疆分院派出 4 名科研人员，办起了培
训班。如今，玫瑰已扩种到农民的庭院中。而且随着科
技投入，玫瑰亩产量翻倍，每亩地增收约 4000 元。

农民夜校是脱贫工作的另一项抓手。夜校由科普
人员担任老师，内容既有趣味性科普，也有养殖、耕种、
农业机械等实用农业技术。冯涛说，“我们把科技作为

切入点，要用科学的办法为乡村发展找一条路。”
在离巴格齐村不远的墨玉县加汗巴格乡恰尔巴格

村，记者看到村民正在稻田中劳作，中国科学院新疆分
院选派的另一位深度贫困村第一书记魏立恒正在指导
村民如何使用插秧机。

“一台插秧机一天可以插秧 15 亩，3 个村民一天
才能插一亩。”魏立恒今年 1 月驻村以来，首要解决的
就是机械化种植。在当地政府和中科院新疆分院的共
同支持下，村里拥有了插秧机，秋季还计划再购入一台
收割机。

经过市场走访，一亩能有 5 万元左右收入的大球
盖菇成了魏立恒新近培育的脱贫渠道。“通过找专家咨
询，得知大球盖菇不挑地，种起来省事。我们协调到大
球盖菇种子，计划在几户村民家先行试种。”魏立恒说。

科技助力“沙海”边缘贫困村脱贫

青山绿水间，一顶顶
蓝色大棚外表装饰得如童
话里城堡一般，分外惹
眼。走近再看，是牛棚。

6 年前，硕士研究生
毕业的杨远澄，来到广西
上林县山区农村创业，搭
起这些牛棚养牛。在他的
带动下，这个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 17% 的贫
困户跟着他养牛，养牛成
为当地重要扶贫产业。

走进杨远澄的牛棚，
很难闻到普通养牛场散发
的臭味。杨远澄说，他们
以科学方法养牛，场内牛
棚、牛体、产房等定期消
毒，牛食用的是特意从邻
省贵州选购运回的酒糟，
还有中草药、玉米秆等。

“我们定期给牛放音
乐，还有专人定期给它们
洗澡、按摩。肉牛通过互
联网销售，每公斤售价可
达 200 元左右，价值相当
于普通农家小黄牛的 4
倍。”杨远澄说，如今全
县 3000 多贫困户参与养
牛，占全县贫困户总数的
17% ； 87 个合作社跟着
他养牛。

为何有如此多贫困户
选择跟着他养牛呢？

2012 年，从广西大
学商学院毕业的杨远澄看
好了养牛这一行业。“广
西山水好、无污染，只要
培育出好牛肉，打好品
牌，肯定大有可为。”杨
远澄说。

他在生态优美的上林
县白圩镇朝韦村建起养殖
场，引进了 200 头牛犊。

好生态里长出的牧草、玉
米秆以及谷物饲料，使养
殖的牛肉肉质香嫩、营养
丰富，出栏的肉牛十分畅
销。杨远澄将牛肉注册了
“广西山水牛”商标。
“七八千元的牛犊，养殖几个月后每头售价近两
万元。”杨远澄说，看到利润比较可观，随后他
将养牛的规模扩大至 1000 多头。

富了不能忘乡亲，杨远澄决定带动贫困户养
牛脱贫。 2015 年开始，在当地政府推动下，许
多乡村成立农业合作社，他们利用 5 万元的贴息
贷款，由杨远澄的公司帮助购买牛犊，集中在合
作社养殖，出栏后，由杨远澄的公司回购，贫困
户领取分红。

贫困户们很快尝到“甜头”。来自白圩镇石
塘村的韦忠勇 2016 年 3 月份开始养殖山水牛，
今年已经实现脱贫。“第一年养了 6 头，年底就
有 5000 元分红。如今我在合作社里上班，每个
月还有 2400 元左右的工资，家里之前被当作废
物扔掉的玉米秆、甘蔗尾叶、花生叶子等，现在
都可以卖到 200 元一吨。”韦忠勇说。

合作社养殖的肉牛，杨远澄承诺全部回购，
且比市场价每公斤高 1 元钱，合作社也可自销。

这增添了不少农户的信心。

白圩镇镇长韦小波告诉记者，随着示范效应
日趋明显，“今天我养牛，明天牛养我”正成为
当地许多村民尤其是贫困户的共识。

为调动贫困户积极性，杨远澄还推行“认养
扶志”扶贫模式：由社会资本出资 1 万元，认养
一头“扶贫牛”，一年后公司退还本金，并赠送
部分牛肉；而被帮扶的贫困户将获得公司提供的
一头价值 5000 元牛犊。

“前提条件是，贫困户每年负责种植或自行
收集价值 6000 元以上草料，销售给合作社或龙
头企业。”杨远澄说，这是为引导贫困户靠勤劳
脱贫致富，避免“等靠要”思想。

这一扶贫模式很受合作社和贫困户欢迎，已
有 46 个合作社、 1000 多户贫困户报名。“到
2020 年，广西山水牛养殖规模可达 5 万头以
上。”杨远澄说，下一步还将建设山水牛现代产
业园，推进农旅结合发展，让“广西山水牛”成
为广西的一张新名片。

(记者夏军、覃星星)新华社南宁 6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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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电(记者王贤、喻珮)为掩人耳目，湖北省
随州市随县殷店镇谢家湾村村干部吴光军将儿子吴某
的户口迁移到自己妹夫、同村贫困户徐升阳名下，骗取扶
贫资金 3563元。前不久，吴光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本想瞒天过海，却在大数据面前现了原形。随县纪
委将“源数据”中“贫困户信息”“雨露计划”等关键信
息，与“比对数据”中“村干部名单”“村干部家属名单”
“人口数据”“户籍数据”等 10 余项信息比对，发现吴某
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多条信息中。经过深入核实调查，吴
光军扶贫造假的问题被查实。

2017 年以来，随州市纪委监委按照“互联网+脱贫

攻坚”监督模式，全面收集户籍、人口、房产、车辆、工
商、税务、财政供养人员、领导干部、村干部及其家属等
数据，建立脱贫攻坚大数据监管平台，通过比对建档立
卡贫困户基础信息，检查贫困户评定是否精准，对全市
126 个贫困村、10 . 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全程监管。

在随州市纪委监委大数据监督检查办公室，电脑
显示屏实时呈现贫困户现状、致贫原因，帮扶进展情
况。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资助资金、扶贫小额信贷
资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
12 项受惠人员信息，与房产、车辆、工商、税务等数据
一比对，结果一目了然。

“这名财政供养人员有商品房、有车，却在享受扶
贫政策，估计有问题。”一名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不到 5
分钟就发现可疑线索 1892 个。他说：“条条数据会说
话，有了大数据，任何蛛丝马迹都难逃脱我们的‘火眼
金睛’。”

去年以来，随州市共发现党员领导干部、财政供养
人员、村干部及其亲属优亲厚友、虚报冒领、截留挪用、
贪污侵占等问题线索多条。运用大数据监督检查成果，
随州市 354 人被问责，其中 78 人受到党政纪处分，44
名工作人员因工作失职渎职被追责，党员干部主动上
缴违纪资金 320 . 78 万元。

湖北随州：借大数据“慧眼”织密扶贫监督网

▲ 6 月 17 日，寺耳镇阳光美农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社员罗怀英（右）在收获香菇。该合作社年产香菇等食用菌 100 万袋，带动 318 户贫困户增收。

地处秦岭深处的陕西省洛南县以产业扶贫为重点，通过发展壮大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引导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把财政扶贫资金以“拨改贷”方式注入合作社，依托
农业龙头企业，推广“政府+企业（合作社、产业大户）+贫困户”扶贫模式，通过“土地入股、入股分红、入社打工、产品加工”等方式，带动 8300 余户贫困户依托产业增收
致富，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洛南县还建立产业脱贫技术服务平台，集中培训贫困户，培育职业农民、科技示范户，组建种植业、养殖业、特色产业等技术服务小分队，覆盖
到户到产业。坚持做大做强烤烟、核桃、生猪等传统产业，发展养蜂、养兔、油葵种植等特色产业，推动当地农业和旅游、农产品加工业等产业融合发展。

2017 年，全县实现 8 个村 2752 户 10537 人脱贫摘帽。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陕西洛南：产业融合铺就深山扶贫锦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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