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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雅鸣、冯大鹏

“到清丰，看大棚。”豫北农业大县清丰，历史上因
为“孝乡”出名，而今发展食用菌产业越来越形成气候，
远近闻名。2016 年以来，县里按照“党建作保障、政府
作引导、公司作龙头、基地作示范、贫困户作股东、种植
户作产业”的思路，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党建+食用
菌+扶贫”牵住了精准扶贫的牛鼻子，走出了一条富民
强县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

仲秋时节访清丰，田野间不时可见排列整齐的各
种大棚，里面种着类别繁多的食用菌；县城的产业园区
里，系列“丰”字号食用菌企业的工厂化生产也是颇具
规模。人们仿佛置身食用菌的王国。

而比眼前景象更令人动容的却是，一串有关“菇
农”“菇书记”和“菇奶奶”的故事。

贫困户化身食用菌“小老板”“股东”

马庄桥镇赵家村食用菌基地，260 余个白色塑料
大棚排列整齐。随意走进一间大棚，身材瘦小的村妇卢
利伟，正麻利地搬运刚刚采摘的黑皮鸡枞菌。收菇忙
时，她还得雇上七八位村民帮忙。

她瘦削的手臂上戴着的一只玉手镯很显眼。这是
今年春节前，她给自己买的礼物：“花了 2000 多块，结
婚时都没舍得买。”

众人七嘴八舌地估算着她承包的几个大棚一年下
来的收入，40 出头的卢利伟光笑不吱声。她忽然指着
旁边的一辆黑色汽车说：“买个它不成问题”。

就在两年前，卢利伟根本不敢想象能有这样的生
活。“老公几年前摔伤，三个孩子连上学都得借钱，天天
愁眉苦脸。”

2016 年 7 月，清丰县开始实施“党建+食用菌+扶
贫”工程，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引导、扶持群众发展食用
菌产业。凭借食用菌种植，卢利伟不仅摆脱贫困，还成
了“小老板”。

清丰县食用菌产业的发展，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家
门口就业的机会。

已是傍晚时分，离卢利伟的大棚不远处，一个蓝顶
板房内人声鼎沸，几十位村妇正忙得热火朝天，她们争
分夺秒地将一朵朵顶着“小伞”的黑皮鸡枞菌削尖根
部，按照标准分级、装箱。

刚刚在削菇大赛中获得二等奖的村民张瑞霞说；
“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一天都能削几十斤、挣上百元，大
伙儿都铆足了劲，要比谁削得快、削得好。”

与卢利伟不同，村民史培振则利用 5 万元扶贫贴
息贷款入股食用菌龙头企业做了“股东”，企业每个月
分红 500 元。“单是入股企业这一项，每年保底收益
6000 元。如果经营得好，年底公司还能再次分红 1000
元。”

“蘑菇书记”撑起“致富伞”

“这个黑皮鸡枞菌对地温、湿度要求比较高，得像
照顾孩子一样管理。”赵家村村支书赵玉甫皮肤黝黑，
拿着温度计蹲在卢利伟的大棚里。

“多亏了蘑菇书记，让俺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同样
因食用菌种植收益的村民闫彩玲乐呵呵地说。刚开始
时，村里搭起免费大棚，动员贫困户用到户增收资金买
菌棒种植，闫彩玲却不敢报名。赵玉甫多次登门劝说，
闫彩玲才“开窍”。

“党建+食用菌+扶贫”工程实施以来，赵玉甫一头
扎进食用菌大棚里，把党支部也搬了过来，村里的每一

个党员都负责联系一个贫困户的大棚。
马庄桥镇党委书记师敬川从见到记者的第一刻，

话题就没离开过食用菌，乡里的几百个大棚也走了不
止一遍，长势、价格之类情况都“门儿清”。“食用菌分哪
些种类，木腐菌和草腐菌的区别，每个棚放多少菌棒，
温度该控制在多少度……这些咱们党员都得掌握，有
两把刷子才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在食用菌产业发展中，清丰县坚持县委引领带动、
乡党委凝聚调动、村党支部执行落实，三级党组织上下
联动，三级书记齐抓共管，农民脱贫致富路上“有人领、
有人带、有人干”。

县食用菌办公室主任安社蕊是食用菌方面的行家
里手，被村民戏称为“菇奶奶”。从毕业回县工作起，就
一直与食用菌打交道。哪一个乡镇种什么菌类、哪一个
季节发展什么食用菌、遇到病虫害了该怎么应对，这些
都由食用菌办统筹。这两年，随着县里上下都对食用菌
发展高度重视，这位“菇奶奶”也迎来了事业的高峰，每
天工作日程都排得很满。“有专家来指导的，有企业来
投资的，还有各地来学习考察的，”安社蕊颇有些骄傲
地说，清丰的食用菌已经出大名了。

截至目前，清丰县共新建食用菌示范基地 70 个、
标准大棚 8500 座，食用菌合作社 45 家，辐射带动 1 . 5
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增收。

富民强县，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县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对自身
定位不清晰，看到周边靠某个项目脱贫致富了，不考虑
自身特点就一哄而上。因为没有找准主导产业，东一榔
头西一棒子，脱贫致富缺乏抓手和后劲。更有一些地方
在资源配置中出现逆市场化倾向，行政手段干预过多，

产业选择不切合当地实际，造成资源错配，扶贫车间
或基地建成后很快成烂尾。

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也是精准扶贫
的抓手，产业兴则县域兴。在这方面，清丰有自己清
醒的认识。

近年来，清丰县通过政府引导、产业招商等措
施，积极推进食用菌产业由传统种植模式向工业化
生产转化，先后引进、培育出龙丰、瑞丰、科丰等一批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企业，工厂化品种有杏鲍菇、金针
菇、海鲜菇、白玉菇等，是国内品种比较齐全的食用
菌生产大县。

“清丰县以县城既有的几个食用菌工业化企业
为龙头，推进农村食用菌示范基地建设，让食用菌成
为全县的主导产业之一，企业带领农户闯市场，风险
共担，形成规模优势，路越走越宽。”清丰县委书记冯
向军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要求。随着食用菌
产业的深入发展，“统一原料供应、统一菌种生产、统
一技术指导、统一产品质量、统一市场销售”模式的
优势逐渐显现，产业集聚效益凸显。清丰县农村不仅
吸引了外地客商前来投资，也吸引了本地能人返乡
创业。

福建蘑菇商人钱志忠在双庙乡刚刚承包了 200
个食用菌大棚，并投了一条菌棒生产线，给农民提供
食用菌种植技术指导。在北京开超市的清丰人聂志
刚 2017 年回乡承包大棚种植平菇，并负责对接北京
新发地农贸市场，为清丰食用菌开拓销路。

清丰县“党建+扶贫+食用菌”的实践表明，产业
扶贫必须立足区域产业优势，找准自身定位，形成规
模优势，做足特色文章，这样才能保证县域经济的长
远健康发展，脱贫攻坚才能有长效。

“菇农”“菇书记”“菇奶奶”
河南清丰：“党建+食用菌+扶贫”的县域发展“菇”事

据新华社兰州 9 月 18 日电(记者刘斐)走进位于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的红星村幼儿园，红、黄、
蓝、紫四色塑胶短跑道夺目而入，旁边的教室里传来稚
嫩的儿歌声，伴有欢快的钢琴声。

2016 年，台资企业顶新集团下属顶新公益基金会
捐资 60 万元(人民币，下同)、县政府配套 31 万元建设
了这所村级幼儿园，并于 2017 年 9 月投入使用。建筑
面积 217 平方米的幼儿园最多能容纳 150 名学生。

广河县教育局局长马武新表示，红星村幼儿园的
建成，解决了全村多年来幼儿上学难的问题，充分体现
了广大台资企业对公益事业的热心，是对“两岸一家
亲”理念的积极践行。

据悉，台资企业在广河县捐助建设的幼儿园有 7所。
自 17 日起，由两岸暨香港 10 余家媒体 20 多位记

者组成的“海峡两岸记者精准扶贫联合采访团”，在 3
天时间内走访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
州，探访大陆精准扶贫工作实效。

采访团一行首站广河县，农业人口占 83 . 8%，少

数民族人口占 98%，目前尚有贫困人口 3 . 23 万人，贫
困发生率为 15 . 13%。

国台办派驻广河县挂职红星村第一书记的常超认
为，当前村里的扶贫思路是想办法给予老百姓一定的
产业“造血”功能。通过对贫困户养殖、种植及外出务工
等增收渠道的奖补，调动其积极性，助力其精准脱贫。

他举例说，第一书记抓党建促扶贫，与当地干部一
起广泛动员并协调资源支持村民发挥传统优势，扩大
牛羊养殖规模，增强大家参与的获得感，这在很大程度
上推进了本村畜牧养殖产业的发展。

边说边走，就来到了村民马二不都家的羊棚。马二
不都说，自己过去在青海格尔木打工，收入不稳定。
2016 年村里动员搞养殖，还给了 5 万元无息产业贷
款，自己就想试试。

如今，这个一家四口人的顶梁柱已经让全家年纯
收入超过了 1 . 5 万元，3 头牛、100 多只羊使这个家庭
有了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

“今年政府又给了 6000 元扶持资金。”自称“不愁

吃、不愁穿”的马二不都憨笑着说。
对广河县来说，如何实现整县脱贫是摆在眼前的

现实问题。广河县找到了电商扶贫这条路，在电商带动
贫困户就业创业上下功夫，采取“前店后厂带贫困户”
的模式，探索电商扶贫加工车间。

在广河县电商创业孵化园内的甘肃聚鼎工贸有限
公司装配车间，25 岁的残疾人士马海岩正忙着给一条
条圣诞灯收线，四周还有大约 40 个工人在从事收线和
绞线工作，其中大多数是妇女。

这个为台资企业提供来料加工的车间里十分安
静，与隔壁加工羊皮衣物及缝制民族帽冠的车间，形成
强烈对比。

“工作轻松，收入也稳定。”马海岩说，一天 8 小时
工作时间里，自己大概能做 45 件，差不多一月收入
1800 元以上。

目前，圣诞灯加工的扶贫车间已推广到村里，许多
贫困户妇女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国台办派驻广河县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的李杨

介绍说，目前，全县设立电商扶贫车间 14 个，带动
2000 多名劳动力从事小型加工，其中贫困户 1500
人，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上。

电商创业孵化园中，“后厂”带动就业，“前店”则
积极把当地产品通过网络销往更远更广的地方去。

随处可见的“决战双十一”标语围绕下，村民马
润莲通过阿里巴巴的客服软件给咨询的客户发送消
息。已经在此运营个人网店半年多的马润莲，经营约
十种产品，每月能收到几百单生意。

广河县商务局局长马俊祥说，2015 年开始，县
里的电商销售额已超过实体店，今年线上销售额有
望达到 1 . 5 亿元。

通过参访，台湾记者们纷纷对大陆的精准扶贫
思路与方法“点赞”。“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台湾
三立电视台记者任以芳说，这不仅提高了贫困户的
收入，还让过去守在家中的妇女有了工作，更因为
“家门口就业”吸引了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乡，
避免了乡村空心化。

 9 月 18 日，南和

县郝桥镇前东村村民白

书香（中）、杜彩枝（左）

在当地一家“扶贫微工

厂”检查服装产品质量。

近年来，河北省南

和县结合县域脱贫工作

实际和贫困群众需求，

鼓励当地一些劳动密集

型企业在农村设置“扶

贫微工厂”，帮助有劳动

能力的困难群众就近实

现就业，拓宽致富门路。

目前，南和县驻村“扶贫

微工厂”已开设 150 余

家，带动农村贫困群众

3000 余人实现就业增

收。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

“扶贫微工厂”

助 精 准 扶 贫

甘肃广河脱贫样本助两岸记者解码大陆精准扶贫

据新华社长沙 9 月 18
日电(记者谢樱)在俄罗斯国
立财经大学学习 7 年获得硕
士学位后，毅然返乡创业养
鸡。9 年来，从最初被人嘲讽
埋头干活不出门，到如今做
成年销售额达 1 . 2 亿元的
家禽养殖公司，湖南涟源海
归青年“鸡司令”龚光辉带领
2400 多户贫困户走上了致
富路。

2009 年，龚光辉放弃了
广州一家国企的高薪聘请，
回到湖南涟源和父亲成立公
司“养鸡”，邻居、亲戚朋友的
议论和嘲讽接踵而来，“养鸡
还留什么学”“这是高射炮打
蚊子”，龚光辉默默承受着来
自各方的压力，咬紧牙关。

由于条件艰苦，创业初
期龚光辉只能在鸡舍里“打
地铺”。“山里湿气重，早上起
来全身都是湿的，连被子都
能拧出水来。”龚光辉说。

“养鸡不能再走家庭作
坊式经营，唯有走自动化、产
业化道路才有出路。”龚光辉
一改传统养殖方式，花费几
百万元从德国引进世界一流
的自动化设备。

记者在这个“星级鸡舍”里看到，中央空调把
气温恒温控制在 22 摄氏度，145 米长的鸡笼里给
鸡喂养的饲料、水通过电脑设置精准发放，全自动
流水线自动收集、传送鸡蛋，这间养着 3 万只鸡、
1000 多平方米的鸡舍只需要两人便能打理得井
井有条：上午清理卫生、下午鸡蛋装盒。

就连鸡粪也被龚光辉制成了有机肥销售，“卖
鸡粪一年也有 100 万元左右营收”。

“带动更大范围的贫困父老乡亲富起来才是
成就。”龚光辉说，给村民赊鸡苗、供饲料，把自己
学到的养鸡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村民。

2017 年 1 月，涟源市扶贫办以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入股的形式，委托龚光辉联结帮扶 2400 余户
贫困户，进行全自动化家禽养殖和生态土鸡养殖。
龚光辉为他们量身定制了委托帮扶+金融扶贫、
委托帮扶、直接帮扶 3种模式，让联结的贫困户都
能稳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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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9 月 18 日电(记者徐步云)“因为一
次意外烫伤，儿子小腿部的伤口自己在家换了两个月
的药也不见好。如果去大医院看得花 3 万多元，虽然政
府给报销一大部分，但钱还是出不起。”河北省隆尧县
东良镇高村的贫困户张春芬说，多亏了村里的李医生
在网上预约了大医院，在专家的建议下治疗，最后只花
了不到 300 元就痊愈了。

张春芬说的李医生就是高村的签约家庭医生李增
发。

“以前遇到我们看不了的病，村民就得自己跑去大
医院，挂号、就诊、取药要排队。一些老人会心疼车票
钱，更舍不得花钱住院。”李增发说。

李增发介绍，县里推广“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以后，他们不仅可以预约大医院的专家为患者视频
会诊，面对面开药拿方，需要转诊的村民还能通过“绿
色通道”优先就诊。

据了解，隆尧县卫计局与一家科技公司联合研发
了一款专门针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等特殊群体的手
机 App。

村民可以通过手机 App 签约，家庭医生会定期为
他们提供免费体检、用药指导和随访服务。记者看到，
该 App 还会定期推送关于健康养生的知识，村民可以
直接咨询医生相关问题。

“因为文化水平和经济能力的限制，加上大量农村

青年外出打工，很多老人主动使用和正确使用手机
App 的程度不高。下一步，我们会加大宣传力度，同时
增发一批血压血糖仪等可穿戴设备，让村民能自己在
家里测量，数据同步上传到家庭医生那里。”东良镇卫
生院院长付京坡说。

“互联网+签约家庭医生就是希望通过信息化手
段，让群众少跑腿，让医疗资源下沉，为群众看病提供
一个更加高效便捷的途径，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
病患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隆尧县卫计局局长李士
平说。

据介绍，自今年 3 月份起，隆尧县通过手机 App
实现签约 37 . 8 万人，签约率达到 75 . 8%。

河北隆尧：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助力健康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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