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下正是荔浦芋、荔浦马蹄、荔浦砂糖桔生长管护的关键期，在广西荔浦县涌动着一股劳作的热浪：花篢镇连片马蹄基基地，处处可见农户为马蹄除草、施肥

的忙碌身影；新坪镇荔浦芋种植基地，芋农正忙着剔除子芋，给荔浦芋放水增肥……所到之处，尽显繁忙。近年来，荔荔浦县探索农业产业开发和产业融合路径，形

成了“品牌农业规模化、合作社经营组织化、企业引领市场化”的现代农业模式，全县特色农业发展促进精准扶贫工作作稳步推进，帮助群众增收脱贫致富。

树品牌优化产品

众所周知，荔浦芋、荔浦马蹄、荔浦砂糖桔历来深
受宾客青睐。“荔浦芋”、“荔浦马蹄”、“荔浦砂糖桔”先
后通过地理标志产品认证，荔浦芋入选中国百强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一手好牌如何锦上添花呢？荔浦县
县长李玉清说：“全县每年安排 3000 万元农业发展基
金，重点鼓励提质升级和扩大规模特色产业发展，
2017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803 元。”荔浦县
通过主导特色农业，强化保障支撑，实施农特优产品
提升工程、打造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基地，突出“一村一
品”。目前，全县共有 136 个行政村(社区)形成了以龙
头特色农业带动的“产—供—销”一体化格局。

系列农产品提质带动了农业增效，农户增收，全
县 33 个贫困村的贫困户通过发展特色优势农产品增
加了收入。

示范引领 村民增收

荔浦县通过政府引导和示范带动，成功打造创建

了荔浦修仁镇“桔子红了”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
区、荔浦县兴万家柑桔产业示范区等 8 个自治区级农
业示范区，示范带动全县荔浦芋、荔浦马蹄、荔浦砂糖
桔种植面积达到 38 万亩，年产量达 50 万吨，年产值
达 40 亿元。砂糖桔种植已成为荔浦农户增收致富的
“金钥匙”。

同时，该县着力提升打造了以荔浦芋、荔浦马蹄
等种植、养殖现代农业品牌产业为主的示范基地，通
过示范带动，480 户贫困户 1500 多人通过加入基地，
种植农产品走上致富路。

三产融合 村民集体双赢

暑假期间，修仁镇万亩桔海观光园里，游客们一
边参观魅力新农村，一边欣赏桂北民居风格建筑，体
验了一把“田园牧歌”的惬意生活。在发展壮大现代特
色农业产业中，荔浦县勇破发展瓶颈，探索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旅游”、“农业+电商”，实现效
益最大化，促进全县农产品加工企业 315 家，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 45 家，市级及以上龙头企业 20 家的发

展。2017 年农产品加工业实现产值 168 . 7 亿元，税收
2 . 6 亿元，示范带动 13800 多户农户增收。2017 年接
待游客 649 万人次，旅游收入 75 亿元，电商销售农产
品 4 . 5 亿元，促进贫困户人均增收 430 元。

在现代特色农业迅猛发展之下，目前荔浦县有
11 个贫困村采取“村集体资金+合作社”模式发展集
体经济。在此基础上，荔浦投入资金 2500 万元建成荔
浦“电商扶贫一条街”，为每个贫困村设置一个门面店
铺，扶持全县 33 个贫困村发展集体经济项目，增加贫
困户和村集体收入。青山镇大明村、东昌镇东阳村、双
江镇同福村、杜莫镇下樟村等 4 个村利用闲置土地或
厂房建设冷库、选果生产线、采石场等，向承租合作社
收取租金，年回报率达 10%；花篢镇南源村利用广西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 210 万元，新建 20
亩现代化香菇种植示范基地，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
10 万元以上，辐射带动本村及周边村贫困户种植香
菇 500 亩，实现村民致富、村集体增收的双赢局面。

··广广告告··

体体验验式式采采摘摘带带动动了了乡乡村村休休闲闲游游，，贫贫困困
村村吃吃上上了了““旅旅游游饭饭””

优优势势特特色色农农产产品品种种植植已已成成为为农农民民致致富富
的的““金金钥钥匙匙””。。

贫贫困困村村合合作作社社实实现现全全覆覆盖盖，，有有效效推推进进贫贫
困困村村农农业业产产业业发发展展。。

朱国富的“摇橹”人生
新华社成都 9 月 18 日电(记者任硌、叶含

勇、张海磊)临近中秋，巴山峡谷深处有了一丝
凉意。

中午，四川宣汉立石村的“黑湾鱼庄”农家
乐又热闹起来。56 岁的鱼庄老板朱国富正在池
边捞鱼，一条已进网兜的鱼儿溜了。旁边有人打
趣道，捞鱼老手连池子里的鱼都捞不上来了？
“马上要搬迁了，虽然安置地挺好，想着生意还
能不能火，愣神了。”朱国富边忙边说，“这半辈
子就像在摇橹推船，有时顺水，有时逆流，只要
把好舵，就能破浪行进！”

跑船(1979)

朱国富家住巴山大峡谷深处，前河从门前
奔流而过，两岸峭壁千仞。

“那时候刀耕火种，一家人填不饱肚子。我
们这辈人，很多人的名字里都带‘富’，穷怕了，就
盼望过上好日子。”

1978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
春风吹拂中国大地。外面的世界正悄然改变，
但木船仍是朱家人与外界联通的主要交通方
式。

那一年，16 岁的朱国富当上了船工，摇橹、
拉纤，唱山歌。“砍柴要砍杠筋藤，嫁人要嫁船上
人，有朝一日船拢了，针头麻线用不赢……”

米、盐巴、布匹……船还没有到终点，老乡
们已早早等在河边。“那时，我们的吃穿用都离
不开他们。”老乡张国述说，跑船那时很受山区
年轻人追捧。那年，张国述外出当兵、上学归来，
成长为一名公社干部。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

告中“品出了味道”，悄悄地带领乡亲们搞起
了农村改革。

包产到户以后，山区苞谷、洋芋产量大
增，山民还广种中药材。山里山外物资运输需
求增大，朱国富“摇橹”摇得更欢了，买了大
船，请了帮工，变身“船老板”。

上岸(1993)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改革进入新阶
段，有了一些帮扶政策。”20 世纪 90 年代初，
已担任宣汉县大峡谷片区樊哙区委书记的张
国述，念叨最多的就是修路。

1993 年，连接山外的公路通了，朱国富
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再没有多少人找他“摇
橹”摆渡了。加之长期“泡”在水里疾病缠身，
朱国富只得弃船上岸，一家人红火的日子眼
瞅着衰败。

不过，大峡谷的壮美河山和丰饶资源，
也引来了大量游客和生意人。他们顺着公路
奔涌进山，这让朱国富眼前一亮，也把家搬
到了公路边，开起小商店，后来又有了农家
乐。

“那些年家里热闹得很，大家都喜欢来歇
脚。”朱国富十分怀念那段日子。但是，2012
年，朱国富的独子因车祸去世。失去了顶梁
柱，农家乐也就关了。

“我感觉要被困死在大山里了。”朱国富
说，上有老父和瘫痪老母，下有孙儿孙女，全
家都指望他，他却身患痛风、高血压、糖尿病，
每天自费药就要 100 多元。

2014 年，朱国富家被评定为贫困户。
乡里扶贫干部多次找上门来。“还是要振作
起来！”干部们的话让朱国富逐渐想通了，
他决心把孙儿孙女养大，供他们读书，送他
们出山。

掌舵(2015)

2015 年，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在全国吹
响。

在各方帮扶下，2015 年，朱国富借了 10
多万元，在家门口开起了“黑湾鱼庄”。农家乐
开起来了，日子又开始红火起来。

从县政协副主席岗位上退休的张国述，
正忙着写农村改革回忆录：长期跑船的经历，
让朱国富这样的汉子坚忍顽强、随机应变、勇
往直前，只要有条件，他们就能重新为人生航
船“掌舵”。

“众人帮忙，让我绝处逢生！”朱国富说，
“目前在建渡口‘风情小镇’，来来往往的人很
多，我的鱼庄一天的营业额 1000 多元，最多
时可以达到 4000 元。”

朱国富是宣汉县 2014 年底贫困人口
20 . 94 万人中的一个，该县也一度是四川省
贫困人口最多的县。

宣汉县委书记唐廷教说，宣汉确定了以
旅游扶贫开发带动山区脱贫的思路，总投资
上百亿元的渡口“风情小镇”、土溪口水库生
态观光区等项目陆续在大峡谷开建。经过 3
年奋战，截至 2017 年底，全县贫困人口已降
至 6 . 1 万人。

远航(2018)

2018 年，朱国富的人生航船迎来了又一
次转向。

7 月 4 日，宣汉县土溪口水库移民安置
工作动员会在渡口土家族乡召开。土溪口水
库是国务院确定的 172 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
工程之一，工程建设征地涉及巴山大峡谷区
域的渡口、龙泉两个土家族乡，规划生产安置
人口 2715 人。

家住渡口土家族乡的朱国富正好是搬迁
安置对象。按照规划，朱家需要搬迁至渡口“风
情小镇”附近，并分到 2 套房子和 2 个门市。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搬迁安置也不
错，但朱国富还是有些舍不得眼前。在忙
着“黑湾鱼庄”的生意时，他不时有些烦
心、恍惚，“是怕好日子又溜走了吗？”他问
自己。

老父亲朱定全似乎看透了儿子：“当初不
跑船了，咱烦心过。中间农家乐关了，咱也烦
心过。这次咱可是要搬到场镇上去，政策越来
越好，你烦心个啥？”

56 岁的朱国富恍然大悟，这半辈子可不
就像是在摇橹推船嘛！有顺水，也有逆流，幸
亏赶上了好时代，让他可以把每一处转折，都
变成远航更好的开端！

朱国富说，生态旅游如火如荼，让他有了
“摇橹”新方向：新家在场镇上，两套房子，一
套自住，一套开客栈，两个门市开农家乐，“你
信不信，未来会更好！”

父
亲
王
继
才
的
财
富

作为父亲，王继才为他的孩子带来
了什么？

为了守岛，他没能给孩子们更多陪
伴；生活清贫，他不得已让儿女历尽艰
辛。但这位“狠心的父亲”却为子女留下
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让他们渐渐有了
自己的样子。

大女儿王苏 13 岁那年，本该上初中
却被迫辍学。为了给岛上的父母送米、送
菜、送煤，小姑娘常常要赶在渔民出海
前，半夜一个人把物品送到码头，再沿着
漆黑的路战战兢兢走回家。

“爸，我想上学。”这句话王苏不知道
在心里重复了多少遍。可她知道，在父母
心里，岛也是家，那个家离不开他们，而
父母则离不开她这个“小后勤”。

从此，王苏扛起了岛下的家，像妈妈
一样为弟弟妹妹洗衣做饭、接送上学。有
一年端午节后，母亲王仕花看到儿子王
志国穿着一条新短裤，小女儿王帆穿了
一条新裙子，非常奇怪。王苏忙说：“邻居
小孩都有新衣服穿，我也想给弟弟妹妹
买，就去帮人拣了一个月的虾皮。”王仕
花热泪盈眶，把这个“小大人”紧紧搂在
了怀里。

时至今日，回忆起小时候的艰辛，儿
女们总说：“那些经历也是收获，以后遇到
再难的事都不怕了。和父母在岛上吃的苦相比，这不算什么。”

“岛上断粮，父亲会想还有哪些物资可用；码头坏了，他
搬石头去修；营房破损，他自己去补。”在王志国眼中，面对
困境“靠自己”和“不抱怨”，是父亲王继才奋斗一生的写照，
更是父亲留给他们的精神财富。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
乐。”王继才又何尝没有做到呢？

三个孩子在耳濡目染中渐渐长大，王继才不懈奋斗、敬
业奉献、热爱祖国的精神，也在他们身上扎了根。

长大后的王志国，身材健壮、皮肤黝黑，眼神中透着坚
毅，像极了父亲年轻时的样子。

大学期间，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王志国送过牛奶、
当过家教、做过推销、卖过车票……四处勤工俭学，他没
有放松学业，后来如愿考取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

如今，大女儿王苏成了港口的司磅员，儿女双全，家庭
幸福；小女儿王帆是一名政策咨询话务员，还利用业余时间
自考本科。在下班后接受采访时，性格内向的王苏腼腆地说
自己很怕请假：“本来是自己的工作，给其他同事添麻烦心
里过意不去。”

王继才赤诚卫国的初心一直影响着儿子志国。在 2013
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没有像同学们那样进入企业或研究所
工作，而是选择了参军，既完成了父亲的心愿，更实现了自
己的抱负。被录用那天，他向父亲报告了喜讯，电话那头的
王继才抑制不住喜悦和自豪，不停地说：“这才是我王继才
的儿子！”

最初，工作中机械式的查验证件，一度让王志国感到乏
味。他想起父亲常说的：“如果觉得平凡，是你没有用心去
做，”很快沉下心来钻研业务。参军 5 年，王志国始终保持着
“零差错、零投诉、零违纪”。

在开山岛 400 公里外，作为边防战士的王志国，延续了
父亲的坚守，保卫着南京空港。“我守好我的海岛，你守好你
的国门。”父亲曾经的嘱咐，他一直记得。

(记者王子铭)新华社南京 9 月 18 日电

时代先锋

谢文征：“要把冬奥办好，也要把百姓的事办好”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魏梦佳)从风华正茂到

沉稳干练，7 年来，北京市延庆区副区长谢文征
分管过多项工作。如今，他的重点工作是筹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新时代，我们赶
上了，就要有忘我的意志奋力前行。”他说。

创造“延庆速度”

作为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项目
举办地，延庆赛区建设面临艰巨挑战：工程量
大，承担冬奥会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 54% 的重
点建设任务；两大竞赛场馆在国内缺乏设计和
施工经验，且场馆全在深山区，无交通和能源供
应；大部分工程需在 2019 年底前竣工。

建设任务重、难度大、时间紧，谢文征肩上
的担子不轻。一年多来，他带领团队建章立制、
日夜作战，踏遍了大小工地，会议常常一开就到
深夜甚至凌晨，攻克多项难题。

赛区地处深山，没水没电没通讯，靠人扛、

靠牲口驮的运料方式根本无法完成进度要
求。为了修一条进山施工的路，谢文征又带队
进山，反复探查地形，实地调研最优路线，最
终仅用 4 个月就建成了近 5 公里、落差近
700 米的进山路。此举获得国际奥委会和国
际雪联专家高度评价，称之为“延庆速度”。

相比工程建设，赛区征地拆迁更是一块
难啃的“硬骨头”。延庆赛区征拆涉及 7 个乡
镇、93 个村、4015 户。西大庄科村位于赛区
内，该村党支部书记徐建喜说，老百姓诉求不
同，有些工作难做。谢文征总是亲自到村民
家，耐心做工作，帮忙解决实际问题，“他有魄
力，敢担当”。

打造“绿色奥运”

“绿色办奥”是筹办北京冬奥会的重要理
念。在推进赛区建设时，谢文征始终“一手抓
工程建设，一手抓生态保护”，坚持生态优先。

谢文征说，为了更好地保护、监测和展示
树木，尤其是珍贵树种，赛区正在抓紧筹建冬
奥森林公园和“一树一档”管理系统。此外，在
施工过程中，还将 7 万多立方米的表土进行
了剥离并保存，待工程结束后用于赛道的生
态修复。

要保工程，也要保蓝天。随着冬奥会等工
程建设展开，延庆在建工地达 123 个。为降低
扬尘污染，保障空气质量，谢文征指导建立全
市首套过境车辆尾气自动检测站，还制定了
66 项“清空”措施，有效遏制了施工扬尘。
2017 年，延庆 PM2 . 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
米 49 微克，在全市排名第一。

愿做“人民公仆”

重点工程协调、征地拆迁、城市规划……
100 多项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让谢文征忙得马
不停蹄。他笑言：“不在开会就在工地。”如何

筹办好冬奥会、带动延庆实现跨越式发展是
他日思夜想的头等大事。

为了营造良好的城乡环境和风貌，他带
队逐村逐巷摸情况、做调研，计划将城区周边
村全部进行升级改造。目前已启动 6 个村、
2600 多户的棚户区改造。

工作太忙，谢文征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刚
来延庆时，他的女儿还未出生，如今已快 6
岁，很少陪伴孩子总让他倍感愧疚。但延庆正
处于冬奥会筹办决胜期和绿色发展攻坚期，
他深感责任重大。为时时提醒自己，他还把微
信名字改为“人民公仆”。

望着云雾缭绕的海坨山，谢文征说，希望
能将冬奥会赛区打造成精品工程，同时将延
庆建成绿色发展的示范区，“我们要全力把冬
奥会办好，也要把老百姓的事办好。”

新时代担当作为典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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