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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 9 月 10 日
电(记者赵倩、艾福梅)“剁开
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
在喊饿。”诗人的笔墨写尽了
宁夏西海固过往的悲苦。

然而，行走在今日的西
海固乡村，推开一家院门，就
可能走进一座小花园。这些
曾经为一顿饭、一口水奔劳
的西海固人，开始用鲜花来
装饰自己的生活。

固原市泾源县香水镇园
子村村民苏连成家，不仅房
前屋后种上了花，家里窗台
上也摆满了各式盆栽花。“我
家共有 60 多种花，有些名字
我也记不住。每天干完活回
到家，浇浇花、看看花，心里
舒坦，夫妻俩吵架都少了。”
苏连成笑着说。

隔壁村的于西萍今年
55 岁，老伴早逝，独子因伤
失去劳动能力，洗脸洗头都
得人帮忙。然而，生活的重压
没有压垮这位乡村妇人对美
的追求，院子里一垄一垄的
蔬菜旁，黄的、红的、紫的各
色花朵姹紫嫣红。

“政府给我安排了打扫卫生的活，一月 800 元，
加上种苗木的收入和低保，我们娘俩的生活没问
题。”于西萍说。她最爱的是门前台阶旁种的粉色玫
瑰，“想着儿子的事很愁，看着花就开心了。”

从 2011 年到 2017 年，西海固贫困核心区固原
市的贫困发生率从 38 . 4% 下降到了 8 . 4%，贫困人
口从 50 . 1 万下降到 9 . 55 万。

“花，体现着人们对美的向往。老百姓日子过好
了，自然要追求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固原市扶
贫和移民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王淑玲说。

花，还成为西海固人致富的新产业。
初秋时节，固原市西吉县酸刺村山间的 300 亩

万寿菊正值收获季节，大片大片的橙黄色十分惹眼。
42 岁的村民王荣近一个月来都在地里忙着采摘花
朵，家里老人、孩子也常来帮忙。

“从 8 月一直能采到下霜，把人忙得不停。今年
雨水好，产量高，一亩地能卖两千元左右。”王荣从去
年开始种植万寿菊，面积也由 5 亩增加到了 10 亩。
虽然习惯种玉米的他尚未完全适应万寿菊种植，但
不错的收成让他喜笑颜开。

原产墨西哥的万寿菊，是一种经济作物，其丰富
的叶黄素在食品、医药等方面被广泛应用。2014 年，
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新品种，这一花卉作物在
固原市开始被大面积推广。

其实，祖祖辈辈种惯了玉米、土豆、小杂粮的西
海固农民，一开始都不相信花能当庄稼种。“种传统
农作物虽然收成不高，但成本低，也不费功夫，而提
起万寿菊，老百姓没见过，所以不敢轻易尝试。”酸刺
村所在的吉强镇副书记马雄说。

为了鼓励农民种植万寿菊，地方政府不但给予
种植补贴，还与公司签订订单。“每亩种植补贴 500
元，保底收购价每公斤 0 . 9 元，而且收购点就在田
地附近。”马雄说，今年全镇共种植万寿菊 1300 亩，
每亩产值要比土豆、玉米等高出三分之一以上。

农民的顾虑正逐渐被现实的收益抹去。目前，固
原市共有 22 个乡镇种植了 3 . 52 万亩万寿菊。

“在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区推广花卉类经济作物，
生态和经济效益兼具，是一种革命性探索。”固原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乔松说。

种产业，也是种风景。从去年开始，固原市启动
了“一枝花”试验工程，其中主要目标就是重点选育
适宜当地种植的景观花卉，着重解决城市绿化和美
丽乡村建设色彩单一问题，打造更美丽的大地景观。
目前，西海固的花卉经济作物除万寿菊外，油用牡
丹、油菜花、芍药等也已形成种植规模。

翠绿的山岭，古朴的村落，清新的空气，错落的
梯田，渐次盛开的各色花卉让西海固开始拥抱“赏花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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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侗族大院”

服务旅游产业

日前，在湖北省宣恩
县晓关侗族乡野椒园村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工
地，工人为新建民居盖上瓦
片。

湖北省宣恩县晓关侗族
乡野椒园村新建的“侗族大
院”，是建在生态文化旅游区
内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40 户贫困户入住后，将服务
当地旅游产业。

在实施精准扶贫、推进
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宣恩
县把当地特色建筑、生活习
俗等文化元素引入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建设，力争实现
扶贫 、文化 、旅游的有机结
合，引导贫困户在参与乡村
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实现脱
贫致富。

新华社发（宋文摄）

“以前吃了很多苦，不想让后代和我一样”
贵州晴隆县三宝乡“出山”向脱贫

“我有三个孙子，原来住在山里，孙子上学要走一
个小时的路，下雨天路不好走，小孙子走不了就哭。”现
在，73 岁的彝族老人高国云为了孙子上学，一家都从
山里搬了出来。“政策好得很！搬到县城安置点，孩子上
学只要五六分钟了。”

高国云口中的“山里”，指的是贵州省晴隆县三宝
彝族乡。晴隆县是著名的“二十四道拐”所在地，境内山
高、坡陡、谷深。作为我国目前唯一正在实施整乡搬迁
的彝族乡，三宝乡被一条河流包围着，周围地势陡峭，
只有一条公路与外界联通。

据三宝乡党委副书记柏杨介绍，三宝乡森林覆盖
率达 70%，而人均耕地面积却只有 0 . 92 亩。全乡 1233
户 5 8 5 3 人，其中彝族占总人口的 2 6 . 4 % ，苗族
72 . 3%。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群众都难以斩断穷
根，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485 户 2378 人，贫困发生
率达 57 . 9%，是贵州省 20 个极贫乡镇之一。

为了帮助群众摆脱贫困，当地政府做出了一个艰
难的决定：整乡搬迁。

“这里修一公里路的费用，平原地区能修三公里，
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比差，扶贫成本是搬迁成本的
200% 以上。”三宝乡三宝村第一书记张鸣浩说，由于交
通不便，这里的建设成本很高，仅在乡里建一个卫生院
就花了 50 万元。

由于特殊的民族文化、群众思想认识等原因，在搬
迁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根据 2016 年 9 月的摸底
数据，当时仅有 9% 的群众愿意搬迁。“有很大一部分
群众是因为本领恐慌，这里 45 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是
文盲和半文盲，不知道搬出去怎么生活。”柏杨说。

“搬出去后土地、山林还属不属于我？”“搬出去吃
什么？”“百年之后，能不能落叶归根？”……刚开始，群
众顾虑重重。

土地确权、林地确权、农村低保转城市低保、推荐

就业、引入企业解决就业、集中安葬等，对于群众提
出来的问题，政府一一“作答”。看到政府真心实意做
工作，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的困难，愿意搬迁的群众越
来越多。

“不搬迁，这里的人很难真正走出大山。”1993 年
出生的陈红珍深有感触，作为村里少数几个大学生，
她深深地体会到走出去的艰辛。小学二年级时，家里
连 80 元的学费都交不起，她只得去亲戚家借。为了供
她上学，陈红珍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一家人聚少离
多，“以前吃了很多苦，不想我的后代和我一样。”

2 0 1 8 年春节后，三宝乡的第一批 2 6 6 户
1182 人陆续搬到了县城的集中安置点“阿妹戚托
小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为了孩子上学方便搬
出来的。2018 年 8 月底，第二批 161 户 802 人也
搬了出来，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记者施钱贵)新华社贵阳电

新华社石家庄 9 月 11 日电(记者白明山)“除了种
地，还有别的收入吗？”

“收完玉米打算出去打点零工，就是没啥技术，活
不好找。”

“我们找就业局联系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就业培训
项目。”

这是河北省张家口蔚县人社局驻村干部在广德村
“吃派饭”，与贫困户任桂花边吃边谈的一个场景。

蔚县位于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区，为访实
情、真扶贫，这个县 2018 年以来，在全县驻村干部中推

行“吃派饭”工作法，推动了驻村帮扶工作落实。驻村干
部表示，老乡在自家炕头上和我们边吃边谈，没有约束
和顾虑。一顿饭下来，心里疙瘩解开了，干群关系亲近
了，信任回来了。

“吃派饭不是简单的吃饭掏钱，而是要通过让驻村
干部深入农户家里，和群众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聊天，
感受农民疾苦，进行换位思考，增进同群众的感情。”蔚
县县委书记梁昆道出了推行“吃派饭”的初衷，“村里谁
家最穷最苦、谁家需要帮什么，吃派饭让驻村干部对贫
困群众的艰苦生活条件感同身受，激发了为群众办实

事的责任感。”
在具体实践中，驻村干部列出派饭时间表，公

开公示、接受监督，避免群众有“嫌贫挑富、搞形式”
的担心。合理确定饭费标准，按照“不搞特殊、不开小
灶、不给群众添负担”的原则，参照全县农民收入水
平、生活水平和饮食习惯，确定饭费标准。

饭桌上发现问题、饭桌下解决问题，已成为蔚
县驻村干部的工作常态。“吃派饭”推行以来，229 个
驻村工作队累计收集各类意见建议 7625 条，帮助
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910 个。

河北蔚县：驻村干部“吃派饭”，访实情真扶贫

政府苦抓、学校苦教、家长苦供、学生苦学，力图从源头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甘肃定西：教育“四苦经”助力拔穷根
新华社兰州 9 月 11 日电(记者张文静、程楠)甘肃

定西，苦甲天下。拔掉贫根、甩掉穷帽，跟上全国发展步
伐，是定西人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梦想。多年的探索和实
践，让定西人把脱贫的发力点放在了教育上，政府苦
抓、学校苦教、家长苦供、学生苦学，力图从源头上阻断
贫困的代际传递。

学生入学率、农民脱贫率、经济增长率，这三个互
为因果、节节攀升的数据表明，定西教育的“四苦经”，
是这个苦瘠之地拔掉穷根、稳定脱贫的动力源和稳压
器，也为全国贫困地区实现弯道超车、全面发展提供了
有益借鉴。

从娃娃抓起：以“名园+”模式补齐学

前教育短板

每年新生入园前夕，都是定西市幼儿园园长王亚
萍最头疼的时候：“电话不敢接，短信不敢回，就怕是说
情报名的。”

这家省级示范园师资水平高，保教实力强。家长想
方设法找关系，都希望把孩子送进来。

和多数贫困地区一样，囿于财力不足和历史欠账，
幼儿教育一直是定西教育的“短”中之“短”。上公办园
难、好民办园贵，政府焦心、家长闹心、社会烦心。

但从去年 8 月开始，王亚萍的压力减小了不少。
这缘于定西市推出的一项新尝试：学前教育集团

化办园。
定西市教育局局长盛淑兰说，公办园有优质教育

资源，民办园有点多面广优势。学前教育集团化办园的

核心，就是优势互补、以点带面，以公办带民办、以强园
带弱园，最后形成“名园+农村园”“名园+新建园”“名园
+薄弱园”“名园+民办园”、师资相对均衡、数量相对稳
定的学前教育集团。

来自定西市教育局的数据表明，通过合作办园，定
西市学前教育得到长足发展。目前全市成立了 30 个学
前教育集团，有 36家公办幼儿园和 227 个薄弱园、民
办园建立了合作办园模式，今年将覆盖到乡镇一级，入
园难题得到有效缓解。

“集团内园长和教师交流帮扶机制化、教学观摩常
态化正在形成。”王亚萍说，公办园带民办园，两者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逐渐形成。

“我们不强调‘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理念。”盛淑兰
说，但作为贫困地区，努力让每个学龄前孩子享有学前
教育权利，既是民众的期盼，也是政府的职责，更是确
保定西稳定脱贫、跟上全国发展步伐的要求。

借力“数字课堂”，实现优质教育资

源共享

在定西市安定区宁远中心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美
术老师王莉正通过一台电脑、一支麦克风、一个摄像
头，向宁远中心小学和 3 个偏远学区的 200 多名学生
讲课，电脑屏幕上清晰显示出每个教室的实况图像。

这是定西市利用数字网络，建立的多媒体一体机
“班班通”网络直播课堂。它架起了城区学校、乡镇中心
学校和农村小规模学校之间的桥梁，让偏远山区的孩
子和城里孩子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数据显示，2014 年至 2018 年，在国家帮扶下，定
西市共投入近 21 亿元“改薄”资金，全面改善了义务教
育薄弱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

当城市学生为众多兴趣班苦于如何选择的时候，
定西的不少农村学生，却因师资匮乏，连起码的音乐、
美术、体育课都开不足、开不好。

定西市安定区李家堡学区校长邵锦堂说：“很多偏
远地区的教学点没有艺术类课程，学生只能通过观看
教学光碟来学习，或者干脆被语文、数学、英语课取而
代之。”

网络直播课堂的引进，正在改变这种让邵锦堂老
师尴尬的局面。

网络直播课堂给孩子们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音
乐课不再只是听磁带，美术课也不再是写作业。课堂氛
围被激活了。邵锦堂说，“某种程度上说，乡村学生也享
受到了和城里学生相似的优质教学资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据盛淑兰介绍，目前全市 87
所(含教学点)农村学校已加入网络直播课堂行列，这
一比例占定西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近六成。

政府苦抓、学校苦教、家长苦供、学

生苦学

扶贫先扶智，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但支撑这个浅
显道理的基础，却需要丰厚的财政实力。对贫瘠的定西
而言，这句话就显得格外沉重。

定西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定西财政教育经费分别为 40 . 26 亿元、

4 5 . 9 0 亿元、4 8 . 2 4 亿元，占 GD P 的比例为
12 . 93%、13 . 78%、13 . 90%，都在同期国家平均水平
的 3 倍以上。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耳熟
能详的话，定西市用最简单的数据做了最有力的回
答：这不是一句空对空的口号，而是一个实打实的行
动。

使劲的不仅是政府。在定西，供好娃娃上学，供
娃娃上好学，是每个家长的共识，也逐渐成为全社
会的共识：政府苦抓、学校苦教，家长苦供、学生苦
学，多管齐下、多方合力的教育“四苦经”，在贫瘠的
陇中大地蔚然成风，推动定西教育不断迈上新台
阶。

更为可贵的是，定西人的教育观，正从单纯的供
娃娃考大学，变为学有一技之长的全民培训。2016
年，这个市就有 15601 人参加了中短期职业技能培
训；2017 年，有近 2 万人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摘掉了
贫困的帽子。

如今的定西，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日益明显。学生入学率、职业培训率、农民脱贫率和
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紧密。

“教育是斩断穷根的利器，既是脱贫的手段，也
是致富的保证。”定西市副市长高生发说，定西市教
育、脱贫攻坚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
只有教育，才能从源头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我有一个梦，定西的教育工作者有一个梦。”盛
淑兰说，“借助教育先行，从源头上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打破贫困代代相传的‘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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