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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7 月 16 日电(记者成欣)“靠着墙根晒
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一些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
让帮扶政策打了折扣。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
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尝试探索精神扶贫的创新
做法，用“三场会”“造血”扶贫，助推村民从“要我脱贫”
逐渐转变为“我要脱贫”。

“三说三抓”：搭建干群沟通桥梁

积石山县是甘肃省 58 个集中连片特困县和 23 个
深度贫困县之一。群众不了解脱贫门路，不熟悉扶贫政
策，制约着这个贫困山区的脱贫。

仲夏时节，积石山县关家川乡宁家村举办了今年第
二场“三说三抓”大会。百余名村民和县上 10 来个部门
的干部、法官围坐在一起，偌大的广场坐了个满满当当。

简短的开场白后，乡亲们开始提问。“国家对非贫
困户有没有到户照顾的政策？”村民马光福把问题抛给
了县上的干部。

积石山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科员王建军回
答：“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到户的扶贫项目非建档立卡
户是不能享受的，但是除扶贫项目以外的惠农政策全
部可以享受，如新农合报销、农业保险、养老保险等。”

关家川乡副乡长龚怀全介绍，“三说三抓”会议是
指“群众说问题、干部说政策、法官说法律；抓控辍保
学，抓政策落实，抓急难需怨”，乡上从今年 3 月开始举
办。全乡 9 个村提出看病就医、道路硬化等 64 个问题，
目前已答复办理 53 个。

宁家村村主任马孝祖告诉记者，“三说三抓”大会

可以让教育、医保、法院等部门的干部“下沉”到村里，
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让群众心中不再有“糊涂账”，给
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

“两户见面会”：交流传授致富门路

7 月 13 日一早，积石山县柳沟乡阳山村村民安吉
清听说村上的花椒种植大户张永山要开讲了，吃完早
饭便匆匆赶往村文化广场。“今天的会特别重要，一定
要好好把种花椒的事情问清楚。”

安吉清一家去年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
5 口人，父母高额的医药费导致家里经济困难。家里种
的小麦和玉米刚够吃，加上外出打工的工钱，一年收入
9000 元左右。“听说花椒现在一斤卖到了 60 多元，就
想种花椒增加家庭收入。”轮到贫困户发言时，安吉清
一股脑道出了自己对种花椒的困惑。

张永山把种植经验密密麻麻地写在了手心，跟安
吉清分享起来：“以前我买的苗子没有成活。后来发现
苗高控制在 60-80 厘米比较合适，一亩地栽 30 多株
就可以了。”张永山还细细讲述了在除草、施肥、修枝等
方面的经验，“种花椒三分栽，七分养，一定要勤快。”

“苦熬苦等不如先动起来，等待观望不如先干起来。”
师傅张永山实打实的致富门路听得安吉清心里直痒痒。
“之前对种花椒不了解，听了师傅的经验，我对生活又有
了盼头。我已经留了电话，有不懂的会继续请教他。”

在积石山县，这样的大会被称为“两户见面会”。
“两户见面会”将贫困户和脱贫户聚在一起，脱贫户走
上“讲台”为贫困户“授业解惑”，“干部干、群众看”的难

题正在被化解。
阳山村村主任赵国忠介绍，村上自 2016 年开始举

办“两户见面会”，至今已举办 4 届。“以前很多贫困户
不愿摘掉‘贫困帽’，依赖干部到家里入户帮扶。现在看
到其他村民脱贫了，会觉得当懒汉并不光荣。”赵国忠
说，“让同村的人面对面讲‘致富经’，脱贫户传经验，贫
困户照着干。”

村民知情大会：“怎么干让百姓说了算”

2016 年起，积石山县 145 个行政村探索推行由包
村干部主持，县乡级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队和全体村民
参加的“村民知情大会”，“干什么由百姓来说话，怎么
干让百姓说了算”。

积石山县刘集乡肖家村村主任马正英介绍，村上
每年举办 2 场村民知情大会，去年村民提出的 4 条急
难问题已全部解决。“去年不少群众反映想养牛，村上
很重视，从张掖市拉来了 230 头牛发放到村民手中，分
户养殖。扶贫办给每户养牛贫困户补助了 5000 元。”

“过去两年村上给 11 户无能力改造危房的贫困户
建房，全由政府出资。村民反映的修路问题也解决了，现
在水泥路全部通村通户。”肖家村文书肖永平补充道。

积石山县委书记马正业说：“村上要做什么、怎么
做，群众有什么困难都会在会上提出来。干部会建立台
账，挂牌销号。能办理的村上办理，不能办理的就分类
汇总，逐级上报。”

2017 年，积石山县 3535 户共 16911 人脱贫，年底
时全县贫困面从年初的 19 . 34% 下降到了 12 . 2%。

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
甘肃积石山县“三场会”见闻

新华社呼和浩特 7 月 16 日电(记者李仁虎、张丽
娜、王雨萧)绿树掩映，欢鸟时鸣。一袭红裙，满脸欢喜。
在黄白花牛旁边走过，包秀梅脚步轻盈，仿佛与美好的
新生活翩翩共舞。

打草、青贮、饮水、防疫，33 岁的蒙古族妇女包秀梅
每天精心照料着她的牛。2016年，包秀梅用政府提供的 5
万元贴息贷款买下 6头母牛，不到 3年发展成了 10头。

“今年秋天还会新添 3 头小牛犊，1 头小牛能卖到
上万元。”包秀梅兴奋地说。她家用卖牛的收入和丈夫
外出打工赚的钱，可以还上多年的外债实现稳定脱贫，
供两个孩子上学也没觉着有多难。

包秀梅的家乡，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地处北纬
43°的黄金草原核心带，拥有 900 多万亩天然草场，发
展黄牛产业条件得天独厚，2017 年这个旗黄牛存栏量
80 万头。

让传统养牛养出门道，把黄牛变成“金牛”，当地政
府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琢磨上了这个事。旗农牧业局
局长舍布格说，经过 60 多年的畜种改良，第五代六代
的“科尔沁牛”已实现优质高产，成了响当当的大品牌，
全旗现已建成 2 个年交易量 40 万头的肉牛交易市场，
3 个万头标准化肉牛养殖基地，800 多个肉牛养殖合
作社，一些农牧民专门从事黄牛养殖、黄牛中介和黄牛
运输，发起了“牛财”。

“尽快把贫困户也拉上致富的‘牛车’，政府想了很
多办法。”旗委副书记乌力吉说，这两年政府利用项目
资金为贫困户建棚舍、窖池，并分别对能贷能养、能贷
不能养、不能贷能养、不能贷不能养的四类贫困户采取
不同办法，或帮助贷款买牛，或发放“扶贫牛”，或让公
司和大户代养。目前，全旗贫困户养牛达到 10 . 5 万
头，人均养牛 2 头。

“千年的马灯熄灭了又点亮，千年的弓箭把日月拉
成长河。”一首优美的歌，歌颂着“英雄上马的地方”。科
尔沁左翼后旗不仅是黄牛产地，更是“马王之乡”，爱
马、养马是牧民群众的习俗。

在养牛产业脱贫见效后，政府着手依托马资源发展
“马经济”。全旗马匹饲养量达 1 .39 万匹，其中赛马 2000
多匹。马匹给牧户旅游、驯马赛马带来了新的财源。

朝鲁吐镇阿木塔嘎嘎查的青龙，是位驯马和赛马
好手。每年夏天，带上自己精心训练出来的马去全国各
地参赛，是青龙最开心的事，赛马得来的各种奖杯在他
家客厅摆成长长一溜。

在阿木塔嘎嘎查，有许多牧户经营家庭牧场旅游
项目，每年通过出售马奶，吸引摄影爱好者来拍摄套
马、赛马等活动，也能增加一定收入。贫困牧民吴海、吴
泉在乌日进赛马养殖专业合作社打工，每个月可稳定

获得 3000 元工资。贫困户特日根、毕其日乐图当上
了骑手，不仅每月有 4000 元的工资，比赛获奖还能
分得 10% 左右的奖金。

“我们正研究把马的文章继续做大。”嘎查第一
书记戴勤说，政府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培育良种马场
壮大合作社的指导意见，力求建立起马产业和农牧
民的利益联结机制。旗里也正计划建设 5000 亩现代
马文化产业园，打造马文化产业品牌，加快推进建设
集育马、驯马、赛马、旅游体验、产品开发、文化展示
于一体的马文化产业链。

依托传统的养殖优势，做大做强牛马两大产业，
使得全旗产业脱贫占脱贫户的比例超过 50%。

悠闲的白云从牧人毡房上飘过，古老的牧歌在
科尔沁草原传唱，骑手的等待不再是梦想，逐水草而
居的牧人找到了富饶美丽的家乡。

农牧民赶着黄牛“马”上脱贫

在山大沟深的宁夏南部山区，单靠“土里刨食”很
难养活一家人。十几年前，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农民杨发
程开始养殖肉鸡。如今，这位老养殖户的肉鸡有了新销
路：自家鸡制成的熟食被卖上了火车。

刚开始养鸡，杨发程也是“被逼无奈”。“我妻子有类
风湿关节炎，父母年纪大，娃要上学，妹妹也跟着我们
过，六口人全靠我一个。”杨发程说，种地收入少，打工收
入也不多，看周围有人养鸡，就跟着进了 400 只鸡苗。

没经验、没技术、缺销路，杨发程选择跟着当地成
熟的养殖和食品加工企业固原市新月食品公司一起
干。有了公司提供的饲料和技术指导，杨发程心里有了
底。“刚进栏的鸡苗每两个小时就要喂一次饲料，家人

能帮我做的不多，但是当时生活太困难了，所以我一年
里很少休息，一批鸡卖出去后就赶紧再进一批鸡苗。”

固原市新月食品公司董事长马玉芳也是养殖户出
身。建起企业后，开始帮助更多像杨发程这样的贫困村
民养鸡。目前，公司每个月从农户手中收购约 3 . 5 万只
成鸡进行加工，先后带动原州区养殖户约 1000 户。

“但这么多产品怎么卖？”马玉芳犯了愁。

作为原州区定点扶贫的社会帮扶单位，中国铁路
总公司一直在探索有效的帮扶措施。从去年 11 月起，
中国铁路总公司为原州区的肉鸡制品提供“上车销售”

的机会。目前，原州区共有 13 种产品，在 14 个车站、
66 对列车上销售。

“这样做既能激发老百姓脱贫的内生动力，也能发
挥铁路的行业优势。”原州区副区长王国军介绍说。

销路打开了，好消息接踵而来。马玉芳告诉记者，一
位云南的客商在火车上吃到了原州区的鸡肉制品，专门
打电话了解情况，最后签订了合作协议。杨发程现在每
年养鸡规模已经扩大到 1 . 5 万只，一年能赚 5 万多元，
他打算在村里筹建的集体鸡舍里再扩大养殖规模。

据原州区工业和商务局副局长徐海玲介绍，特色
农产品上火车销售在数量和质量上对农户和企业提出
了更高要求。为此，农户要扩大养殖规模，企业要提高生
产标准，这样既帮扶了农户，又调动了企业，一举多得。

(记者曹江涛、任玮)新华社银川 7 月 16 日电

宁夏固原：扶贫鸡搭上“致富号”列车

▲ 7 月 13 日，在河北省临城县南孟村“扶贫微工厂”，村民在车间整理服装。

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临城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近年来，临城县在推进脱贫攻坚的过程中立足
县域实际，鼓励当地一些劳动密集型、手工加工型企业进驻农村开设“扶贫微工厂”，带动有劳动能力的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推动产业脱贫。目前，临城县已在农村开设“扶贫微工厂” 50 多个。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

“扶贫微工厂”

助力脱贫攻坚

“国家有好政策，扶贫干
部只有主动作为、处处留心，
才能让政策落地富民！”安徽
省石台县河口村党总支第一
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李朝
阳说。

这个从安徽省民族事务
委员会下派皖南山区的“80
后”，以“不畏难、不畏烦、不畏
苦”的精神，深受群众赞誉。

取信于民：解决

难题、夯实基础

石马塘是河口村 17 个村
民组之一，距村部 6 公里，但
过去只通山路，运毛竹只能肩
扛，小孩上学难，老人看病难。

2014 年 10 月，李朝阳上
任后第一次走访，一位妇女当
着他面说：“村干部换了多少
茬，路再修不好，你别来了！”

必须取信于民。李朝阳一
边争取项目，一边组织勘测，
并做好征地补偿协调工作。
2016 年，投资 100 多万元的石
马塘公路开工，去年，世代困
扰村民的“行路难”终于解决。

“不畏难、不畏烦、不畏
苦 ，是扶贫干部的基本素
养。”李朝阳说。

他到村 4 年，率领干部
群众新建河口、拓宽道路 17
公里，建桥 6 座，建拦河坝 4
座，修渠 5 公里，还实施了 1
条小流域治理，夯实了当地基础设施。

脱贫致富：科学运筹、升级产业

脱贫致富需好产业。李朝阳调研发现，村里传统
产业木耳种植有不少弊端：一是需使用大量木屑，违
背国家禁伐政策；二来只能靠晒干，易霉变，收益低。

他规划产业升级三步走：第一步，改种好入
门、周期短、见效快的平菇；第二步，改种平菇为香
菇，可烘干、保质久、价钱高；第三步，打富硒农业
牌，创品牌搞电商。

“产业扶贫应该把集中规模化和分散因户施策
相结合。先搞‘短平快’的，提振群众信心，再逐步升级
成技术含量高、经济价值高的。”李朝阳这样思考。

李朝阳大学毕业后进机关，并无生产经验，他
坚持边干边学：没技术，请专家；没资金，报项目；
没销路，跑市场。

从食用菌到生态米、富硒茶，河口产业升级搞
得有声有色。到 2016 年贫困户从 141 户减至 10
户，贫困发生率降至 1 . 7% 。

“以前我很消沉，李书记来了后，日子好起来
了，人的精神也好起来了！”村民夏光和说。他原来
年收入不到 1 万元，现在仅种香菇就超过 3 万元，
去年还盖了新房。

“手印”情深：不负使命、“请战”决胜

目前，河口村还有 7 户百姓未脱贫，共同点是
因伤病致贫、家庭负担重、劳动力不足。

“我们不能坐等国家兜底！”李朝阳为这 7 户
人家制定了精准脱贫方案，有生态农业、光伏发
电，也有扶贫车间、教育扶智等。

对于河口村实现全部脱贫，李朝阳充满信心。现
在，他考虑更多的是扶贫成果是否稳固，乡村振兴的
路该怎么走，如何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自 2012 年下派以来，李朝阳已在淮南市杨镇
村、池州市河口村干满两届。但去年 10 月，面对
289 名群众的“红手印”深情挽留，他写下《请战
书》申请再干一任。

“这里有刚起步的事业，还有待啃的‘硬骨头’，
最难舍的是群众的认可和感情，这是对一名党员
最大的褒奖！”他说。

(记者徐海涛)新华社合肥 7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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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李朝阳（中）向石台县河口村村民李秀
美（右）了解食用菌种植情况。 新华社发（李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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