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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井怀)日前，山西省宣布右
玉县脱贫摘帽。从“不毛之地”到“塞上绿洲”，再到“脱
贫摘帽”，这个因县委书记一任接一任带领干部群众栽
树治沙而闻名全国的晋北小县，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治住黄沙始到金。几十年如一
日的苦干实干，右玉人民迎来了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和
脱贫致富的美好生活。

从片片黄沙到片片林海

右玉位于晋蒙交界、毛乌素沙漠边缘。70 多年前，
这里林木覆盖率不到 0 . 3%，狂风肆虐，黄沙漫卷，“一
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高
高的右卫古城墙，也几乎被黄沙掩埋。

苍头河畔，一片翠绿中，一棵合抱之树特别显眼。
这棵树名叫“荣怀杨”，名字取自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
怀。右玉人几十年来百折不挠防风治沙的故事，可以从
这棵树讲起。

1949 年，右玉首任县委书记张荣怀上任后，看到
的是“十山九秃头”的荒凉。几经讨论，全县达成共识：
右玉要想富，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种树。从
此，一场穿越时空的植树造绿“接力赛”在历任县委书

记带领下起跑，一跑就是 70 年。
今年 69 岁的王明花老人仍记得“三战黄沙洼”的

场景，那可是老人记忆中最难的一次植树。“当年我才
八九岁，跟着老师去黄沙洼栽树，老师说‘只要种活树，
就能挡住大黄风’！”从县委书记到普通群众，从老人到
娃娃，全县人民齐上阵，经历两次失败，终于在那片黄
沙梁上把树种活。

一片片黄沙，开始变成一片片林海。张荣怀 1950
年种下杨树的那片黄沙地，如今林木茂密，鸟儿欢叫。

目前，右玉县林木覆盖率达到了 54%，森林覆盖
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 20 个百分点。树种从过去的区
区几种变成 30 多种，药用植物达到 45 种，野生动物
50 多种。

从“挖苦菜”到“种药材”

黄沙，曾让人绝望；绿树，带给人希望。“黄绿之变”
中，百姓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

“山岭和尚头，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
菜。”这段在右玉广为流传的顺口溜，生动地展示了黄
沙肆虐时，百姓日子的艰难。

右玉县黄家窑村的张建平回忆说，那时风沙大，种

下的粮食风一刮，种子就翻了出来。男人们只能去口外
谋生，留下女人在家里，挖苦菜填肚子。

生态恢复后，地里出了“宝贝”。2016 年，黄家窑村
第一次种了中药材板蓝根。张建平掰断一截板蓝根，指
给记者看：“中间的芯是黄色的，上好的品相。收购公司
的人说地里肥力足，才能种出好板蓝根。”

土壤好，药材才好。去年，张建平两口子靠药材和
其他地里的庄稼，收入 1 万多元。黄家窑村第一书记杨
世新说，全村 300 多亩板蓝根，平均每亩收入 1000 多
元，村子在 2016 年率先脱贫。

药材好，产业才兴。现在右玉全力发展以板蓝根、
党参、黄芩、黄芪为主的中药材种植。全县培育 3 个发
展潜力大的中药材加工龙头企业，扶持 10 个优势明显
的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建设 20 个特色中药材种植示范
村，发展 30 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打造 10 亿元中药材
产业，形成一条完整的中药材产业链。

产业兴，才能脱贫。8 月 8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下
发通知，批准右玉县退出贫困县。

沧海桑田变幻 精神之树常青

从“不毛之地”到“塞上绿洲”， 70 年沧海桑

田，片片绿色浇灌出来的“右玉精神”，如松柏一
样常青。

“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
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

历任县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栽下了“右玉
精神”的根。20世纪 50 年代，庞汉杰担任右玉县第
五任县委书记。退休干部王德功回忆说：“那时正闹
饥荒，庞书记探亲回右玉时，哥哥嫂子让他带些红枣
度饥荒，可他带的却是松树籽。”

广大干部群众，一辈接着一辈种，让“右玉精神”
枝繁叶茂。20世纪 70 年代，威远堡村党支部书记毛
永宽带领群众栽下了十几万株树苗，最后累倒在苗
圃里。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今天依然感动人心。

“右玉精神”不会过时。右玉县一位干部说，右玉
脱贫了，但乡村振兴的路还很长，不能有歇歇脚、喘
口气的想法。“艰苦奋斗、苦干实干、一任接着一任干
的劲头，啥时也不能丢！”

旨在深度弘扬“右玉精神”的右玉干部学院去年
成立，学院的一位教师告诉记者，一年来已有近两万
人前来学习培训。“治住黄沙始到金。”一位在这里学
习的干部感慨地说，“这个‘金’，不只是绿水青山，更
是一种苦干实干、艰苦奋斗的精神。”

治 住 黄 沙 始 到 金
山西右玉县脱贫记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肖艳、李惊亚）打开安装在家
里的水龙头，清澈的水“哗哗”流出来，51 岁的涪洋镇
涪洋村联丰组苗族村民覃礼强乐得合不拢嘴，他再也
不用到山洞里背水喝了。

联丰组位于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片区的贵州省务
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由于当地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地
形，岩层蓄水性差，位于高山地区的村民长期饱受缺水
的困扰。

“早上的洗脸水晚上洗脚，第二天还用来煮猪草，
趁着下雨戴着蓑衣、斗笠去犁田，有些年纪大一点的，
晚上看不到亮光，牛角上挂灯笼都要去。”覃礼强回忆
说，要是三天晴两天雨的，辛苦还能有收成，如果天干，
花再大的力气都没用。

而现在，联丰组家家户户都通上了安全水，这一切
得益于上海市奉贤区援黔干部的对口帮扶。

去年，援黔干部“牵线搭桥”，上海市的自然能提水
技术公司和水利专家到务川县考察。经过现场查勘并

规划论证，确定第一批可以实施自然能提水项目的村
组 9 个，覆盖 18211 人，其中贫困人口 5506 人。

今年 4 月 23 日，涪洋镇小坪村坪山组和涪洋村联
丰组进行自然能提水试通水获得成功。为了保证安全，
还在蓄水池旁配套了消毒设施，有效解决了两个村民
组共计 1033 人和牲畜的安全饮水问题。

务川县水务局局长黄声绪说，为了解决工程性缺水
问题，县里采取过修小水窖、蓄水池等办法，但是时间长
了池子里会生虫。柴油提水污染环境，而电提水扬程最
高只有 200 米，大多需要分多级提水，用水成本太大。

“比如 600 米的海拔，提上来一吨水，电费就得 18
块钱，设备还需要联系贵阳的技术人员定期维护，导致
电提水设备使用率很低。”黄声绪说。

而通过自然能提水技术，全程不用电、不用油，只
要有半米的水流落差，就能将低海拔的水抽到高海拔
地区。

自然能提水技术公司项目部主管李林介绍，整个

设备设计扬程为 600 米，利用 6 米水流落差产生动力，
通过两台设备进行能量转化，将水提到垂直高度为
420 米的联丰组和垂直高度为 590 米的坪山组，日供
水量分别为 80立方米和 50立方米，项目投入 190万元。

“只知道石头往山下滚，没想到水能往山上流。”覃
礼强说，刚通水的时候，正是村里需要大量用水淋烤烟
的时候，要是像以前一样靠天过，可能就旱死了。

通水之后，借助高山平地的优势，联丰组还栽种了
黄蜀葵、桑葚、梨树、清脆李，规划了高山冷凉蔬菜以及
猕猴桃、八月瓜等产业，今年预计人均增收 2000 元。

据上海水利专家和技术公司的勘测，全县 66 个电
能提水点都可以替换为自然能提水，第一批全县已规
划项目 19 个。

“解决群众用水问题迫在眉睫，全县将根据实际情
况，考虑施工难易程度以及当地用水紧缺程度，分批实
施，逐年推进。”上海市援黔干部、务川县委副书记钟争
光说。

“只知道石头往山下滚,没想到水能往山上流”
援黔干部解贵州高山缺水之困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吕庆福）在四川省阿坝州红原
县瓦切镇德香村牧民定居点，纵横交错的林荫道路两
旁，新建的定居房错落有致。“住干净房，走平坦路，上
卫生厕所”，这是当年牧民的愿望。如今这一愿望已经
基本实现。

8 月初，正是格桑花盛开的季节，记者来到红原县
这片红军长征时走过的大草原，感受到牧民生活的巨
大变迁。

红原县过去一直沿袭着“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牧业
方式。红原县瓦切镇德香村牧民泽让让白说：“游牧生
活非常艰辛，长期住帐篷，还容易得风湿病。”近年来，
依托国家扶贫开发和牧民定居、住房解困等民生工程，
牧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看到，泽让让白一家 6 口人住的是一栋砖混
结构、典型藏式风格装修的二层小楼。约 12 平方米的
厨房里干净整洁，水、电、气全通，冰箱、微波炉等设备
齐全；10 平方米左右的卫生间里面马桶、淋浴设备等
一样不缺。

“与祖辈们的游牧生活相比，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多
了。”泽让让白 18 岁的女儿、目前就读于青海省文化艺
术学校的普尔瓦措说：“要不是有了定居生活，我不可
能有条件读书，更不可能考上艺校。”

过上定居生活的牧民，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增加
收入。

牧民泽让多吉发展产牧相融的现代畜牧业，走上
种养结合的致富路。目前他的草场规模达到了 13000
余亩，拥有近 500 头牦牛，年收入近 70 万元。他还为贫
困户提供了数十个就业岗位，帮助贫困户年均增收
1 . 2 万余元。

红原县环保林业局局长何尔兵介绍，目前红原县已
探索出了“人草畜平衡”“联分结合”“产牧相融”的现代草
原畜牧业发展模式，牧区协调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

不安于现状的泽让多吉，还将向牧家乐、特色藏家
店等第三产业转型和发展。

“转型转出了好收入。”德香村牧民班玛俄热告诉记
者，他以前开砖厂，累死累活一年的收入也就 5 万元左

右，现在从事旅游服务业，一年的收入就超过 10 万元。
红原是长江、黄河上游的生态屏障，生态保护是重

中之重。为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红
原县在生态优先、保护性开发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第三
产业，确保牧民的可持续发展。

走进正在举行的第七届红原大草原牦牛文化节活
动现场，一顶大型帐篷内展示着传统牧民的生活细节。
“我们规划了雅朵展区、生活场景展区等 6 个区，并安
排了数名群众在帐篷内还原生活场景，讲解员则根据
展示内容向游人进行讲解。”红原县诺尔纳格牦牛协会
会长旦泊说：“这一文化节活动既促进了第三产业发
展，又帮助牧民增收。”

“近年来，红原县深度挖掘藏民族特色资源，展示
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推动了牧旅融合产业的提档升
级，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红原县县
长嘉央罗萨说，红原县 2016 年举办的第一届雅克音乐
节，3 天时间就实现旅游收入 6253 万元，今年举办的
第三届雅克音乐节，旅游总收入有望突破 1 亿元。

四川红原：格桑花儿依旧开 牧民生活大不同

一弯江水绕村，榛子漫山
遍野。地处辽吉两省交界处的
辽宁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老黑
山村，经过 15 年耕耘，确立
了知名榛子产地的地位，村民
们摆脱了贫困。

老黑山村是如何走出旮
旯、打赢“翻身仗”的？

找出路：从种生

姜、葡萄到栽榛子

“口粮田里栽榛子树，那
不是胡闹吗？” 88 岁的村民
吴金福， 15 年前听说村里号
召栽榛子树时，很难接受。
“种了一辈子玉米和大豆，既
稳当又省事，早习惯了。榛子
树至少 3 年后才结果，砸在手
里咋办？”

村民的担心不无道理。此
前，老黑山村试种过生姜，村
干部和党员带头种了 3 0 多
亩，可当年价格跌到了 2 、 3
角钱一斤。还试种过 200 多亩
葡萄，可田间管理 、技术服
务、保管储存难度大，最后不
得不放弃。

虽然经历过失败，但村支部
书记王福全以及干部、村民感
到，老黑山村已到了必须闯新
路、确立新产业的时候了———

“人均耕地不到 2 亩，大
多只种玉米、大豆，算上青壮
年外出务工的收入，人均年收
入只有两三千元。村里几年都
听不到新婚的唢呐声，听不到
新生儿的啼哭，老龄化越来越
严重……”王福全说，“当年，村民们要说自己
是老黑山村人，脸上都没光彩。”

见成效：榛子成了“金果子”

一年秋天，王福全带领着几个干部、村民到了
沈阳、大连等地考察，发现了“平欧榛子”这个品种。

村里请来专家论证，认为老黑山村日照充
足，全年无霜期达到 165 天以上，加上山坡地
多，适合榛子生长；且榛子容易储存，价格稳
定，盛果期亩产可达五六百斤，效益可观。

虽有反对声音，但村民们还是决定推广这个
项目。但是，买榛子苗的钱从哪儿来？村里账面
上已没了钱，从村民们手里征集资金更难。王福
全和村干部们犯了愁。

当时县林业局有一个引导山区农民发展榛子
产业的项目，可以提供购买榛子苗的部分资金。

王福全很兴奋，几天内就带领村民们挖好了树
坑。 7 万棵榛子苗就这样种下了。

“这些苗成了我们的‘第一桶金’。后来每
亩净收入近万元。”王福全说。

眼看挣了钱，村民们纷纷改种榛子树。吴金福一
家从几块薄地上栽，到后来 20 多亩地陆续都栽满
了。吴金福的儿子吴德臣说：“榛子成了俺们的‘金果
子’！”

信心足：走对路子稳脱贫

15 年过去，村民家院里都栽上了榛子树。

老黑山村成了知名的榛子产地，也是全国“一村
一品”示范村。

“榛子产业壮大了，大家腰包鼓了，都是坐飞
机去谈生意。”王福全自豪地介绍，2017 年全村榛
果产量 160 万斤，收入 1800 万元，村人均收入
2 . 5 万元以上，100 多户村民买了小汽车。

老黑山村的榛子产业产生了辐射带动效应，
其周边已发展榛子种植 2 万亩以上，吸纳 2000
多名农民就业。

“干实事，才能赢得百姓信任。”王福全说，“只要
路子走对了，我们这样的边远村也能改天换地。”

记者了解， 2017 年，村里脱贫 77 户 157
人，建档立卡户人均收入达到 1 . 5 万元左右，家
家都建起了新房。剩余 13 户建档立卡户、 30 人
将于今年年底实现稳定脱贫。

（记者邹明仲）新华社沈阳 8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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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鲁木齐新疆国际大巴扎内，商户在整理葡萄干(8 月 9 日摄)。

夏秋之交，正是新疆各类瓜果迎来成熟的时节，“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人夸……”这些
瓜果将陆陆续续从藤蔓树杈上走进百姓家中，给人们带来甜蜜的享受。2017 年，新疆林果种植面积达 1856 万
亩，其中南疆林果种植面积 1564 万亩，林果业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30% 以上，个别主产县市突破 50% 。这
些美味的瓜果，正助力当地百姓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新华社记者赵戈摄

新疆美味瓜果助力

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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