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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看贵州，贵州扶贫看毕节。
30 年前，面对“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

恶性循环，中国在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腹地建立
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

30 年来，采取一切有利于消除贫困落后的措施，毕
节试验区从人与自然的“对抗”，逐步走向“共赢”，累计减
少贫困人口 594万，森林覆盖率提高近 38个百分点。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指出，30 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方面
大力支持下，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推动
毕节试验区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的一个生动典型。

山穷水尽怎么活？

1985 年，18 岁的农民张安福和父亲为了全家人
的生计，在赤水河边开荒种玉米。山坡上辛苦犁出一层
新土，大雨一来就冲进了滚滚的赤水河，3 亩地，冲走
了 1 亩多。好不容易保住一点土，伏旱 50 多天，种出的
玉米不灌浆，还不够吃半年。

“坡下流淌赤水河，半坡人家没水喝，久晴人畜都
口渴，多雨薄土滑下坡。”30 多年后，张安福还记得那
时的顺口溜。他带着记者来到一处土壤已板结的山沟
说：“当年村民在这里开荒，一层一层挖，一层一层冲，
到最后挖不动了，就剩这‘和尚坡’。”

张安福所在的村子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清水铺
镇，当年叫“南关村”。全村人均纯收入不到 200 元，温
饱没解决，水土流失却越来越严重，当年村民无奈自
嘲：“南关南关，年年过难关。”

在张安福上山开荒这一年，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
海雀村的贫困状况令人震惊。今年 96 岁的海雀村村民
安美珍回忆道，那时候多户农家断炊，自己家里 4 口人
只有 3 个碗，一年要缺盐 3 个月，终年不见食油。

这就是当年的毕节。经济实力弱，人均 GDP 仅
288 元；人口增长快，“多子多福”是很多人长远生计的
唯一出路，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 19 . 91 ‰；人民生活
苦，人均粮食不足 200公斤，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 184
元；生态环境差，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 52 . 6%，每
年外泄泥沙 6900 多万吨。

山穷水尽怎么活？毕节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垦、
越垦越荒、越荒越穷”恶性循环。这里又是长江和珠江上
游的生态屏障，贫困“综合征”还威胁着更广的范围。

以海雀村为代表的毕节极贫现象，很快得到了中
央高层的重视。

1988 年 6 月，国务院同意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
态建设试验区。这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 10 个
年头。

把贫困地区的贫困、生态、人口问题统筹考虑，制
定完整的治理方案并在大范围实施，在当时的中国乃
至世界，没有先例可以参考。

一场前无古人、目光长远的反贫困试验在乌蒙山
深处开启。

打造脱贫攻坚“百科全书”

盛夏时节，走进昔日的“南关村”，满眼都是拳头大
的橙子。赤水河沿岸几十公里的山坡上，大片大片的果
林长势喜人。

“每年 11 月、12 月、1 月有脐橙和椪柑，2 至 5 月有
血橙，6 至 9 月有夏橙，10 月有蜜橘。”张安福说：“一年
365 天，随便哪天你来，如果吃不到橙子，你来骂我。”

张安福的“豪气”来源于 20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场
“产业革命”。在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带领下，当地村民摒
弃传统的玉米种植，开始在山坡上种下以柑橘为主的
果树。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当地经
果林面积达到了 7500 余亩，年产柑橘、李子、桃子、梨
子等水果 2000 余万斤。满山的果树，富了村民的口袋，
2017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10600 元。不仅如此，以前水
土流失的现象，早已“销声匿迹”。

“南关村”不再“过难关”。因为橙子，2004 年这里
改名为“橙满园村”。

一切有利于脱贫的举措，都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产业扶贫、易地搬迁、生态扶贫、党派帮扶、东西
协作……当今扶贫的“关键词”，从试验区建立之初就
开始实践；精准识别“四看法”“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企
业“包县扶贫”……一系列扶贫“妙招”在这里诞生。毕
节试验区成为活生生的扶贫“百科全书”。

脱贫内生动力不断激发，扶贫外部合力持续汇聚。
走进毕节市七星关区长春堡镇干堰村，民盟中央

帮扶项目随处可见。学校、卫生室、通村水泥路、食用菌
基地、林下养鸡场……民盟中央从资金、项目、人才等

方面倾情帮扶，这个少数民族贫困村面貌焕然一新。当
地干部介绍说，以前小学无操场、围墙、大门，即将被关
停。2013 年民盟中央帮助重建小学，200 多名孩子不
用再步行 1 个多小时到别的村小读书了。

毕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统战部部长黄光
江说，毕节试验区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结下
了不解情缘。在中央统战部统筹协调下，统一战线发挥
自身优势，创新帮扶机制，倾力为毕节发展想实招、鼓
实劲、办实事。

协调推动项目 900 多个，涉及资金 1200 多亿元；
协调国家有关部委出台 28 个差别化政策，促成铁

路、公路、电厂、机场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设；
组织 8356 人次专家学者前往考察调研，培训各类

人才 32 . 9 万人次；
新改扩建各类学校近 200 所，援建乡镇卫生院、村

级卫生室 140 多个……
统一战线对毕节试验区的帮扶倾注感情之深、持

续时间之长、帮扶范围之广、投入资源之多，开创了历
史先河。

探索贫困地区新发展理念

如今来到海雀村，一切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几十个山头郁郁葱葱，食用菌大棚、苹果基地、蛋
鸡养殖场等产业成为脱贫持续动力。森林覆盖率从
1987 年的 5% 上升到 2017 年的 82 . 5%，人均收入从
33 元增长到 8493 元。

脱贫后的村民纷纷跨进“现代生活”，今年，村里有
了第 22 辆私家车。当年“4 个人只有 3 个碗”的安美珍
一家早已告别茅草房，住进小青瓦、白粉墙、穿斗枋的

黔西北特色民居。
安美珍的儿子马正安告诉记者，老人每个月都

有养老保险和老年补贴，每年还有退耕还林补贴和
扶贫资金入股养鸡场的分红，政府扶持的能繁母牛
去年产的小牛犊卖了 5000 多元，“现在只希望老母
亲身体健康，多享受难得的好生活。”

30 年来，毕节试验区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普遍贫
困到基本小康的重大跨越，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
明显改善的重大跨越，也正在为贫困地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探索新路。

统一战线通过 30 年的生动实践，帮扶毕节试验
区建设成为发挥多党合作优势，积极参与、努力推动
贫困地区发展的成功范例，凸显了我国新型政党制
度的独特优势。“不是局部‘维修’，而是系统集成。团
结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形成以凝聚各方力量，
长期共同支持一个贫困地区为形式的‘毕节经验’。”
黄光江说。

改革是脱贫攻坚的鲜明特征和必由之路，贫困
地区更需要改革的决心和措施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毕节市改革办专职副主任陆有斌说，毕节试验区因
改革而生、因改革而活、因改革而进。30 年前，面对
生态恶化、经济落后、人口膨胀几大障碍，常规手段
已经很难破解这些难题，必须用改革来推进。

毕节试验区的实践证明，近 30 年来的每一次飞
跃，都伴随着改革的推进。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
需要加快改革。毕节试验区着力厘清理顺生态建设、
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寓生态建设于经
济发展，用经济建设促生态保护，扭转了“生态恶化、
人民贫困”的被动局面。 （记者胡星、骆飞）

新华社贵阳 7 月 26 日电

30 年减贫 594 万人，毕节试验区是如何做到的
来自我国唯一开发扶贫试验区的报告

新华社长沙 7 月 25 日电(记者陈文广)7 月下旬，
在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县——— 湖南新邵
县，持续的高温将田间劳作的农民逼到树荫底下，以躲
避烈日炙烤。没有下雨，恰是项目施工的好时机，新田
铺镇新竹村正在进行的河道整治、新建公路等项目让
村干部和县驻村扶贫工作队更加忙碌。

奔走于项目工地协调推进建设进度，一家一户走
访帮扶对象助力精准脱贫…… 30 岁的退役消防战士
谭平似乎习惯了高温，黝黑的皮肤让一同“驻村”的新
婚妻子陆芳芳总是难掩心疼。

出生于 1988 年的谭平，老家是新田铺镇，参加过
2008 年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退役后，他被安置到新
邵县经信局工作。2017 年下半年，谭平与永州姑娘陆
芳芳领了结婚证。2018 春节刚过，他就被单位派驻省
级贫困村新竹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听到消息的妻子一开始想不通，扶贫需要常驻村
里，忙起来县城都难得回一趟，两口子的“小家”怎么
办？“但他曾经是军人，工作需要只能服从安排。”陆芳

芳说，因为舍不得与丈夫分开，她最后决定当一名“编
外扶贫队员”和谭平一起住到村里去。收拾简单的行
装，在新竹村村部顶层，两人将家安在了一间不到 10
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一张床、三张小桌子、几张小凳子、
一把电扇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条件艰苦，工作忙碌，生活却充满了欢声笑语。
除了打理好小家，陆芳芳还义务当起了扶贫工作队
的炊事员，没有后顾之忧的谭平也得以全身心投入
扶贫。

除了协助工作队队长落实扶贫资金、为贫困户搞
危房改造、新修道路、开展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改造河
道、水渠清淤等各项工作，谭平还负责资料打印和收集
整理工作，并结对帮扶 5 户贫困家庭。

罗战勇是谭平联系的贫困户，一家 4 口人，妻子经
常生病，两个孩子在读书，全家收入靠罗战勇一人务
工，虽然通过产业扶贫、健康扶贫等方式帮扶已于
2017 年脱贫，但如何帮助罗战勇一家不返贫，谭平还
是要想不少办法。

“我在外面打工，谭平会经常打电话给我，问我
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孩子的补助是不是发了，有什么
问题需要帮忙。”罗战勇说，自己对于“非亲非故”的
谭平非常感谢，最近谭平还帮他妻子联系到镇医院
进行了身体检查，并安排住院治疗。

谈起谭平小两口，新竹村支部书记刘胜利也是
赞誉不断：“这对小夫妻，能吃苦，有爱心，真的是以
村为家。遇到村里面有矛盾时，小陆还经常帮我们做
村里妇女同志的工作，现在她跟村里的妇女都以姐
妹相称，关系很融洽。”

记者了解到，今年，新竹村计划脱贫 53 户 175
人，推进大小工程项目近 10 个，力图实现整村脱贫
摘帽。面对目前的工作任务，谭平表示，作为一名驻
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帮村民实现脱贫是自己必须打
赢的一场新战斗。“我们已经做好了常驻的准备，如
果有需要，我们会一直驻在村里，直至整村稳定脱
贫，也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为新竹村乡村振兴打下坚
实基础。”他说。

退役战士谭平：带新婚妻子回乡“驻村”扶贫

新华社南宁 7 月 26 日电(记者王念、向志强)这段
时间，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大浪镇潘里村潘云屯村民
梁德强正忙着盖新房，在外打工的孩子被叫了回来帮
忙，短短两三个月，房子第一层已经完成，预留了楼梯
通向二层，准备今后有条件再盖上去。

在桂北农村，盖房子是大事，需要认真盘算。如今靠
发展脱贫产业有了一些积蓄，改造房子政府还给补贴，
梁德强一家人商量，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实在太破旧，
现在正是改善居住条件的最好时机，于是下了决心：干！

最让梁德强有底气的，是家里的产业越来越多。
2016 年，他家依靠种植中药材、油茶等实现脱贫。再过
一个多月，去年新种的 4 亩勾藤又可以卖了。“带枝干
卖是 6 到 8 块钱一斤，如果单卖‘勾’的话，38 块钱一
斤。算下来，今年又可以新增收入三四千元。”

潘里村地处苗山深处，全村有壮、瑶、苗、侗等民族

村民 343 户 1493 人。2013 年贫困发生率还高达
33 . 8%。经过多年精准扶持，潘里村面貌逐步发生变
化，2017 年底贫困发生率降至 1 . 52%，人均纯收入
达到 4380 元，实现整村脱贫“摘帽”。

黄冠华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柳州供电段高级
技师，已经在潘里村驻村帮扶两年。他告诉记者，除
村里基础设施改善外，能够脱贫，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就是找对了因地制宜发展脱贫产业的路子。

长期以来，潘里村山高坡陡，生态环境良好，出
产草珊瑚等中药材。经过一番调研，村干部决定引导
群众依托自然生态优势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同时
发展生态养殖。

他们在调研中发现种植勾藤每亩收入可达
1500 元以上，而潘里村有着类似的种植环境。2017
年 3 月，驻村干部在后盾单位的支持下引入勾藤种

植，免费给贫困户发放勾藤苗和肥料，共带动 42 户贫
困户种植勾藤 360 亩，有的当年就有收入，大部分农
户则计划等今年长势更好再收割出售。与此同时，工
作队还运来了 1 万只鸭苗，免费分配给贫困户养殖，
并负责回收销售，进一步拓宽村民收入渠道。

实现整村脱贫“摘帽”后，仍然有少数缺乏劳动力
的农户较为困难，需要继续精准扶持。大浪镇党委书
记梁文锋说，他们积极利用产业扶贫政策，让这些农
户以 1 万元的产业补助资金入股加入合作社，通过代
种代养等方式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利。“必须让所有农
户都融入到产业发展中，这才是长久之计。”

“摘帽”并不意味着精准扶持就画上了句号，对口
帮扶潘里村的铁路南宁局集团还将继续跟踪至少两
年。黄冠华说，只有把产业越做越大，才能确保脱贫之
后不再返贫，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

桂北“摘帽”贫困村：产业强了才能不返贫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26 日

电(记者杜刚 、何军)46 岁的克热
木·艾山至今还不太相信，同样的土
地，仅仅改变数代人习惯的作物，半
年来的收入就超过去年全年收入。
“变一变传统”的观念正深入塔里木
盆地农民心中。

克热木家住塔里木盆地北缘，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阿克托海乡
苏盖特麻扎村。乌什县是新疆 22 个
国家深度贫困县之一，土地是农民
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人均土地少、经
营粗放是制约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
两大因素。

克热木回忆，从爷爷那一代，当
地只种玉米、小麦，有一些零星的核
桃树。今年 4 月，克热木和村里其他
5 户贫困户在政府工作人员劝说下
种了萝卜。“当时真害怕，不种玉米
和小麦，不是要我们的命吗？”自治
区环保厅驻苏盖特麻扎村工作队副
队长刁庆安给贫困户做工作，“放心
大胆地种，技术员会指导大家，销路
也不用愁。”

不久前，克热木种的 5 亩萝卜
出售给县粮油公司，卖了 1 . 5 万
元。而去年，他的玉米和小麦仅收入
4000 元、1 亩核桃收入 2000 元。

克热木受益于阿克苏地区今年
创建贫困户蔬菜订单生产、定向销
售运行机制。这一机制以贫困户种
植为生产主体，以财政保障性食堂
及市场批发为销售终端，采取“国有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贫困户”产
销模式运行。目前，142 个深度贫困村的近 1 . 4 万户
贫困户同相关公司签订了蔬菜生产订单。“这一扶贫
模式，有效解决了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问
题。”阿克苏地委副书记刘洪俊说。

销售渠道还在增加。库车县粮油公司将贫困户
的蔬菜收购后，多次运往乌鲁木齐、喀什等地蔬菜批
发市场，分批销售莲花白 15 吨；阿瓦提县阿依巴格
乡玉斯屯克阿依库勒村利用网络微信平台展示销售
西红柿。

阿克苏地区农业局最新统计，全地区共安排贫
困村蔬菜生产面积 1 . 9 万亩，其中今年拟脱贫贫困
户春季蔬菜种植面积 9762 亩，达到了今年拟脱贫贫
困户“户均一亩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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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贵州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草海镇万寿菊基地一景（2014 年 8 月 17 日摄）。

右图：拼版照片：上图为贵州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村民吴有花（左一）与家人在新修建的住房前合影（7 月 23 日摄）；下图为吴有花（左一）与家人在以前的土坯
房前合影（7 月 23 日摄）。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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