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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 9 月 14 日电(记者孙波、陈晓
虎、马俊、邹欣媛)曾经很长一段时期，“盲
目开垦——— 生态破坏——— 干旱少雨——— 贫困落
后”的恶性循环，让宁夏西海固地区一度被称
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并成为贫困的
代名词。

西海固如何彻底摆脱贫困？这是一份宁夏
回族自治区成立 60 年来的高难度考卷。 40 年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唯有走“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西海固的人口、土地、环境、
经济才能迈入良性循环。

从苍凉走向美丽，从贫困走向富裕，一个
降水量明显增加、“生态长城”日益稳固、贫
困人口大幅减少、精神富足不甘落后的新西海
固呼之欲出。随着最后 19万多贫困人口的脱
贫，这里即将交出一份中国“脱贫奇迹”的西
海固答卷。

聚力攻坚

西海固囊括了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隆
德县、彭阳县、泾源县、中卫市海原县以及吴
忠市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区等 9个贫困县
区，宁夏现有的 23 . 89万贫困人口中有 19 . 28
万人集中于此。

走进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村口一片花
田花海，硬化村道两边庭院错落，绿树红
瓦，近处的休闲小广场周围建有农家茶馆、
农家乐，远处翻过一座小山便是村里的牧草
试验场和生态养牛场，当地村民、施工人
员、外地游客，进进出出、欢声笑语，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

“脱贫光荣户”马克俊带领记者来到杨岭
村史馆，指着一张张历史照片，声情并茂地讲
述杨岭村几十年来如何摆脱衣不蔽体、食不果
腹的苦难，成为草畜、苗木、养殖产业壮大的
美丽村庄故事。

杨岭村的变化，是西海固脱贫攻坚的一个缩
影。

这里的山川连着中南海，这里的贫困牵动
党中央。 1982 年，中央决定实施“三西”(宁
夏西海固和甘肃定西、河西)扶贫开发计划，
西海固首开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
式”扶贫的先河。

——— 1983 年以来，国家投向宁夏的扶贫
资金达 430 余亿元，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
设施和产业大发展，打通了贫困地区“内通外
联”通道。目前，固原市 5个县区全部由高速
公路连接， 823 个行政村全部通沥青水泥公
路，六盘山机场开通的航班越来越多，西海固
人走出大山、踏上经济“高速路”不再是梦
想。

——— 福建省 22 年来向宁夏伸出援手，仅
向固原市就提供资金及实物 8 . 63 亿元， 115
家闽商企业在固原市建厂兴业，他们带来了新
理念、新技术，大数据灾备中心、制衣、人造
花、供港蔬菜、油用牡丹等一批产业项目纷纷
落地，带动 1 . 8万名贫困农民就业脱贫。

——— 中国铁路总公司、华润、中航油、中
国商飞、中国建材等央企响应精准扶贫号召，
发挥各自产业优势“造血”，在原州区帮扶建
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在西吉县援建标准化厂
房，在盐池县提供资金支持发展滩羊、援建通
用机场，在海原县创造“华润扶贫模式”发展
高端肉牛产业，在红寺堡区建设包装材料工
厂……

此外，从中央到地方持续推动易地扶贫搬
迁，减轻了西海固的人口压力。 35 年来，宁
夏探索实施吊庄移民、生态移民、劳务移民、
插花移民， 6 次大规模移民累计从西海固地区
移民 120 余万人。特别是“十二五”以来，投
入 105 亿元实施 35万生态移民工程，大大减
轻了西海固的人口、资源矛盾，移民得以在近
水、沿路、靠城的区域拔掉穷根。据统计，贫
困核心区域固原市的贫困人口减少到 2017 年
底的 9 . 55 万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8500元。

西海固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也不断被激
发。“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播撒的红色基因，
鼓舞西海固人不甘于向命运低头，不懈追寻
‘何时缚住贫困苍龙’的答案。”固原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正儒说。

如今，这种精神正在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强
大的能量，西海固人挺起了脊梁、撸起了袖
子。一批又一批农民主动在退出建档立卡贫困
户登记申请书上签字，向昔日的“世界级贫
困”挥手告别。

56 岁的张富德是隆德县张楼村讲习所的
讲习员，他十分热衷给村里人讲课“提神”。
“原来日子过得不像样，赶上精准扶贫政策
好，家里脱了贫。现在我经常在讲习所分享
‘种好菜、养好牛、脱贫致富不用愁’的经
验。”张富德说。

青年返乡创业带来新风，搅热了贫困农
民的心。看到西海固山乡巨变，很多年轻人
选择回乡创业。红军长征会师地——— 西吉县
将台堡是谢宏义的家乡，原本在浙江开公司
的他，回来打造“红军寨”红色文化生态旅
游区，建设 2 . 5 公里浓缩景观，再现当年红
军长征情景，带领当地百姓走上休闲农业+红
色旅游之路。

宁夏回族自治区负责人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各种优
质要素资源快速向西海固集聚，更加精准发
力、攻克难中之难，形成集中精力抓脱贫、齐
心协力奔小康的生动局面。

破解水困

西吉县将台乡火家集村种植大户火彦红家
的 100 亩西芹碧绿水嫩，外地客商纷纷前来订
购，每亩收入过万元。“好菜需好水！今年，
断流 30 多年的葫芦河通水了，用河水浇灌芹
菜，可比原来的机井水强多了。”火彦红说。

火彦红念叨的葫芦河是西吉县的“母亲
河”。站在河边，水面开阔，清流潺潺，芦
苇、香蒲环绕，水鸟竞飞，让人心旷神怡。很
难想象，一年前，葫芦河还是远近闻名的臭水
沟，淀粉加工厂直排黑臭水，采砂场滥采滥
挖，垃圾随处可见……

一切改变归功于当地重新审视水资源、消
除水污染的决心。去年，西吉县投入 2 . 52 亿

元启动葫芦河综合治理工程，填筑防洪堤、
疏浚河道、修复植被，拆除河道内 78家企
业，还两岸 14 . 2万群众一河清水。

不仅葫芦河，固原市从去年起整合资金
32 亿元启动清水河、葫芦河、渝河、泾
河、茹河“五河共治”。固原市水务局副局
长龚国栋介绍说，通过探索截污治污、恢复
自净、修复生态、涵养水源等创造性治水模
式，如今，五河岸边污水处理设施拔地而
起，大型人工湿地初具规模，绿化面积大幅
提高，水体生态全面恢复。

“五河共治”是固原市治水的一次重大
突破，也是干旱地区刷新资源观、追寻新发
展理念的重要探索。

固原市地表水资源量仅 5 . 67 亿立方
米，每年从黄河引水 1100万立方米，水资
源总体短缺的现状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昔
日肆虐的旱魔给西海固人留下深深的心理阴
影：十年九旱、广种薄收、食不果腹……

如何破解水困，破解世纪干旱难题？是
摆在当地干部群众面前的重大课题。

“西海固治理，水为大政。只有破解水
困，才能破解贫困，否则投入再多人力、物
力，也会深陷‘卡脖子旱’。”宁夏回族自
治区水利厅厅长白耀华说，现在治水方略是
南引泾河水、北调黄河水、用好当地水，在
不断增加水资源的同时，通过高效节水手
段，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让水循着价值规
律流动，把每一滴水用到极致。

宁夏中南部城乡饮水安全水源及连通工
程解决了 113 . 53万人的安全饮水，农村自
来水入户率达到 94 . 5% ，圆了老百姓的安
全饮水梦。西海固人从此拧开水龙头就能喝
上甘甜的泾河水，上锁的水窖、驮水的毛
驴、难咽的苦咸水都已成为历史。有了自来
水，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曾经惜水如油的西
海固人有了洗澡的习惯，脸上有了舒展的笑
容。

固海扬水、宁夏扶贫扬黄灌溉等工程的
实施，给西海固引来了黄河水，为发展现代

高效农业提供了基础性条件。有了黄河水，
盐池县发展黄花菜产业，红寺堡区种植酿酒
葡萄，同心县推广文冠果……

水多了，农民的头脑活了，兴起安格斯
肉牛、黑毛驴、万寿菊、中蜂等很多新产
业。未来，宁夏将继续扩大引黄规模，通过
200 多公里管道输送，再为山区增加 7000
万立方米水支持发展特色产业。

绿色发展

8月的一个清晨，俯瞰彭阳县金鸡坪梯
田公园，依山傍沟、层层叠叠、如链似带，
在曙光中腾云驾雾，宛如一枚枚“绿色指
纹”印刻在黄土高原。

彭阳县曾是西海固生态最脆弱的地方之
一， 1983 年建县之初提出“生态立县”，
顶着“天寒地凉条件差，植树造林搞绿化，
瞎子点灯白费蜡”的质疑，几十年一张蓝图
绘到底，为造林整地挖的沟连起来可绕地球
三圈半。青山葱郁、群岭叠翠，如今的彭阳
已走出荒山秃岭的困厄。

18 年的退耕还林还草， 15 年的封山禁
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自治区
党委政府在西海固原有重大生态工程基础
上，又进一步实施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六
盘山重点生态功能区造林绿化等工程，这里
的生态系统开始良性循环，仅固原市的森林
覆盖率由 2000 年的 12 . 8% 提升至现在的
25 . 1% ，林草覆盖度达 73% 。

“固原年平均降水量由 1982 年 282 . 1
毫米、 2012 年 449 . 6 毫米，提高到现在
504 . 6 毫米，远远高于银川市，气候变湿润
了。”固原市气象局局长杜鑫说。

西海固山绿了、水清了、天蓝了，但苦
于缺乏致富产业，腰包并未鼓起来。固原市
在生态重建过程中也彷徨过，在“无工不
富”理念影响下，也曾提出走“工业强市”
之路，但是当地缺水、生态脆弱，此路不
通。

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这是对西
海固的重大考验。“原来就生态抓生态，柠
条、沙棘、山桃、山杏虽然绿了荒山，但经
济效益低。现阶段的生态重建必须高质量，
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统一。”固原市副市
长周文贵说。

格桑花怒放、月季香阵阵，苹果、酥梨
压弯了枝，迎客松伸展臂膀欢迎远道而来的
客人……六盘山下 1000 亩“四个一”林草
产业示范园俨然成了一座“花果山”。为了
寻找耐寒、耐旱的新品种，解决经果林品种
少、规模小、产值低的问题，今年以来固原
市科学试验，建设 38 个“一棵树、一株
苗、一枝花、一棵草”试验示范园，在 2万
亩土地上试种 269个品种。

“经过试验，我们发现以往没种过的大
果榛子、美国红枫、蜜脆苹果、红树莓等长
势不错，再进一步观察、筛选，我们有信心
发现更多适合高寒地区、经济效益更高的新
品种。”固原绿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勇说。

如今，“四个一”科学试验代替了拍脑
袋决策，固原市采取政府引导、科技支撑、
市场运作、企业主体、农户参与的方式，走
上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结合的“绿色+”之
路。

新起点，再出发。近期，宁夏回族自治
区负责人在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说，宁夏坚
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把脱贫攻坚
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目
标标准不变，补齐发展短板，做强扶贫产
业。特别是在西海固，要统筹抓好产业扶
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因地制宜、因村
因户因人施策，激发内生动力，以“绣花”
功夫提升脱贫质量，拓宽群众脱贫路径，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国扶贫的西海固答卷
宁夏奋进 60 年巡礼之脱贫攻坚篇

▲ 9 月 14 日，辽宁公安边防总队官兵在沈阳审判日
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内参观。

“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前夕，辽宁公安边防总队官兵
来到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参观学习，回顾
历史，勿忘国耻。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回顾历史 勿忘国耻

新华社合肥 9 月 14 日电(记者王正忠、王
立武)对茶叶来说，春茶秋管，一年之计在于秋，
茶园秋季管理直接关系到来年茶叶的产量和质
量。记者近日走进皖南太平猴魁茶林下种植示
范基地采访时发现，这里的茶农创新“林下栽
培”，茶园管理还找到了动植物、微生物相生相
克的规律，解决了农药残留等难题。

这个基地位于黄山西麓的黄山区乌石镇桃
源村，尽管已入秋，可繁茂林木间的近万亩茶
园里，依然是茶叶特有的厚重绿色。茶农们正
分散在高低错落的茶垄间，娴熟地打草、施
肥。

山区茶叶种植的传统做法是，先砍伐掉山
上树木，再单一品种的大面积种植。与此不同，
太平猴魁茶林下种植示范基地采用的是“林下
栽培”。

“目的就是要还茶于自然。”国家级非遗“太
平猴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郑中明，在茶园
里边走边跟记者说，只有好茶园才能种出好茶
叶。林下栽培的茶园，适当留种原生态的树木和
林下植被，林间的散射光照、漫射光照，可改善
茶园小气候，切合茶树喜温、喜潮湿、耐阴的生
物学特性，提高茶树的环境适应能力；茶叶吸收
林间各种树木、花草的芬芳香气，做成成品茶
后，会形成独特的花蜜韵、熟果香。

“茶园良好的生态，还利于减少病虫害，茶
园无须农药治虫。比如，6月至 10月是茶树病
虫害的高峰期，此时林下茶园里繁花次第盛开，
野花能吸引蜂类前来采蜜，而蜂类正是茶树害
虫的天敌。”郑中明说。

“三分种七分管”，要生产高品质的茶叶，茶
园管理的技术要求自然也很高。郑中明说，秋季

一过，茶树上部逐渐停止生长、进入休眠期，
而根系却处于生长活跃期。经过一年的多批
次采摘，茶树体内有效养分已消耗殆尽。所
以，秋季管护非常重要。

林下栽培茶园的秋季管护方法，与传统
密植茶园的管护不同，主要体现在除草和施
肥两方面进行了生态化改良。传统的茶园秋
季管理，除草靠深挖；林下栽培茶园除草用的
是城市园林管护常见的打草机。

“可别小看这除草技术的改良，效果可
是跟以往大不一样了。”茶工潘大宁指着背
上的打草机告诉记者，用打草机除草，草会
快速重新长出新芽，为蜘蛛、瓢虫、捕食螨和
寄生蜂这些茶园害虫天敌提供更好的栖息、
繁殖场所和越冬美食。有了这些茶园害虫的
天敌，就可以实现“以虫治虫”的茶园生物防

控目标。
在这个示范基地深处的一片茶园里，示

范基地负责人周首应一边指挥茶农在紧贴茶
树根部开挖出的一条条 20 公分深的小沟里，
施放菜籽饼肥，一边安排茶农将枯枝败叶和
清除的杂草平铺在茶园。

“这种菜籽饼肥中含有的高效有益微生
物菌群持续不断活动，能活化空气中氮素、分
解释放难溶的磷钾养分。菜籽饼肥还能补充
土壤有机质，缓慢释放茶树生长所需的营养，
远胜过使用化肥。”周首应告诉记者，常规茶
园增加肥力通常采用含氮量高的尿素，而平
铺在茶园的枯枝败叶等腐殖物，2 年以后就
会积起厚厚的腐殖土，比任何化肥所能提供
给茶树的营养元素都全，茶叶单芽的比重更
高，更耐冲泡，更芳香甘美。

茶叶栽培走新路 巧借生态产好茶
皖南茶乡见闻

▲拼版照片：上图为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建设初期的资料照片；下图为 8 月
17 日无人机拍摄的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长春 9 月 14 日
电(记者薛钦峰)吉林四平市是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镇，近年
来，当地装备制造业专注技术
创新，抱团发展，抓住“一带一
路”建设机遇，逐渐摆脱困境，
正从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

专注创新 用品

质赢得市场

四平市换热器装备产业历
史悠久，集聚上百家企业，但曾
因技术落后、恶性竞争，走过一
段艰难的发展时期。“高端换热
设备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封
锁，企业只能涉足低端市场，被
动跟随。”巨元公司负责人李忠
林说。

2012 年，四平设立多个产
业的院士专家工作站，众多制
造企业开始和专家团队谋求技
术合作。2016 年，巨元公司通
过技术合作和创新，攻克了用
于核电站冷却系统等多个领域
的换热技术难题，打破国外的
技术封锁。

为进一步鼓励企业技术创
新，四平推出多项促进企业转
型和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不
仅在金融、税收上给予优惠，还
通过产业创新发展基金，扶持
了上百家民营企业。

搭建平台 合力

谋求发展

四平的装备制造业企业一
直是小而散，各自为战，低价同
质化竞争严重，难以做大做强。
近几年，四平市积极搭建平台，
打造园区，引导企业抱团发展，
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四平的专用汽车产业园
区，聚集着大大小小几十家企
业。园区内实现企业技术、采
购、市场等多种资源共享，并实
行专业化分工，企业各展所长，抱团发展。

“通过资源共享，企业的技术成本降低 20%，原材料
采购成本下降 10%，有效降低了企业负担。”四平市吉运
专用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宁说。

现在，这个专用汽车产业园通过完善相关标准，所有
企业统一品牌，共同开拓市场。3 年时间，园区集聚效应
显现，品牌效应不断增强，不少域外企业也纷纷来到四
平，谋求共同发展。

借“一带一路”东风 从国内走向世界

在四平市艾斯克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
看到机器轰鸣，工人们正紧张地忙碌着。车间一旁停放着
即将出口东欧的整套智能家禽屠宰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宋
延冰说：“企业凭借领先的技术，国外订单大幅增长。”

近几年，四平通过产业峰会、科技成果洽谈会等多种
形式为企业创造与外商对接的机会，四平的装备制造企
业得到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可。

今年，四平市吉运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专用汽车，已
通过中欧班列卖往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
线十几个国家。

今年上半年，四平市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同
比分别增长 15 . 6%、7%；工业用电量达到 16 . 7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22 . 2%。

四平市工信局副局长李国胜表示，以“一带一路”建
设为契机，通过引导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实现产业集群集
聚，四平市将向知名的创新型装备制造业产业基地进一
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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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

活水：生态为先，舒展绿色发展新画卷

洪湖生态绿了，发展更要绿起来。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大的发展，而是要

立下生态优先的规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洪湖的生态就是地方发展之基。”洪湖市委常委、市

政府党组副书记邵永成说，洪湖围网养殖彻底拆除后，地
方经济损失超过 20 亿元。“即便如此，也坚决不再要带污
染的 GDP。现在我们产业规划都以绿为先，在生态保护的
前提下搞活经济。”

洪湖东岸一侧，全长约 104 公里的环湖绿道正紧张施
工，现代化洪湖旅游港已具雏形。“我们相信，走对了路子，
绿水青山真的可以变成金山银山。”洪湖市旅游局副局长
杜智说，将来，这里有环湖徒步赛、马拉松赛、自行车
赛……体育爱好者们可以一边赏湖光，一边锻炼身体。

紧扣洪湖，一条承载水乡特色和红色文化的生态观光、
健康养生及现代农业的绿色经济产业链逐渐浮出水面。

未来，碧水蓝天、野鸟觅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曼妙
画卷，正在洪湖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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