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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沿河：只要真心干，就能真脱贫
新华社贵阳 9 月 27 日电(记者陈志

强)脱贫政策力度大，干部群众干劲足。记
者近日在贵州深度贫困县沿河土家族自
治县采访时发现，当地脱贫攻坚出现喜人
变化。干部群众说，只要真心干，就能真脱
贫。

找准自身优势，选准脱贫产业

沙子坡村蜜柚在沿河很受消费者追
捧。蜜柚有的苦涩，有的偏甜，有的偏酸，沙
子坡蜜柚酸甜可口。在沿河市场上沙子坡
村蜜柚最好卖，每斤还要比普通柚贵 0 . 5
元。

沙子坡曾是深度贫困村。村支书蔡笑
说，选择脱贫产业时，村支部和村民反复讨
论比较，决定发展当地传统蜜柚。

蔡笑说，沙子坡蜜柚产量高、耐储藏、
销售期长，盛果期亩产 4000 多斤，亩产值
8000 多元。几年来，沙子坡村种植 2100 多

亩蜜柚，其中 800 多亩陆续挂果，村民相继
走上脱贫致富路，2017 年沙子坡从贫困村
中光荣出列。

白果村脱贫产业则经历挫折而重新崛
起。2013 年，村支部、村委会带领群众发展
柚子、核桃等经果林产业，由于土地贫瘠、
资金不足、缺乏管理技术等原因，这次尝试
失败了。

2015 年 9 月，村支书杨再义开始带领
党员干部到重庆、湖南、四川等地考察项
目，邀请专家支招，召开群众会反复讨论。
一年后的 2016 年 10 月，村党支部流转 30
亩土地试种青花椒。看到试种的花椒长势
良好，村民纷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共流
转、入股土地 1000 多亩。

杨再义说，花椒耐旱耐贫瘠土地，亩产
1500 多斤鲜花椒，亩产值超过 1 万元，村
民每年在花椒基地务工收入六七十万元。
白果村种植重庆人喜欢吃的青花椒品种九
叶青，采摘期比重庆江津、酉阳等地晚 1 个

月，正好可以接续重庆市场。等到花椒进入
盛果期，白果村就富起来了。

没有农民的真心参与，就

不可能真脱贫

“鱼塘人，劳力多，守着鱼塘无水喝；好
女不嫁鱼塘男，好妹不找鱼塘哥”。鱼塘村
是沿河县 50 个深度贫困村之一，鱼塘人散
居深山，下山难，日子苦。

为了帮助鱼塘村脱贫，沿河县帮助修
路、建水池、改电网，决定对鱼塘村实施整
体搬迁，500 多名村民签了搬迁协议。在准
备搬迁过程中，一些年纪大的村民认为，没
有城市生产生活技能，与其进城吃低保，不
如利用越来越好的水、电、路等条件，在村
里拼一把。

一石激起千层浪。原来准备搬迁进城
的村民一致决定留下来建设“新鱼塘”。

鱼塘村党支部副书记侯军说，村民们

放弃“白得”的城市住房，采取“公司+村集
体+农户”的发展模式，种植空心李、南瓜等
水果、蔬菜，村民的腰包开始鼓起来，今年
鱼塘村有望从贫困村中出列。

“没有农民的真心参与，就不可能真脱
贫。”蔡笑说，今年沙子坡村补种柚苗时，正
赶上连续两个月干旱，但村民认真挖坑、浇
水，4 万多柚苗成活率超过 95%。

干部群众同努力，生活越

来越甜蜜

后坝村 55 岁的田永国去年新建两
层小楼，屋里窗明几净，厨房整洁，桶装
饮水机格外醒目。田永国说，过去吃饭
难、喝水难，现在吃穿住不愁，喝的是桶
装矿泉水。

田永国一家 6 口，4 个女儿在读书，家
里只有 2 亩田，生活来源主要是低保收入
和他在外打工收入。

田永国相信，生活会越来越“甜
蜜”。去年 12 月，后坝村支书田世海牵
头成立了“乡间田园种养殖合作社”，带
领 33 户贫困户养蜂，田永国就是其中
一员。

在有关部门帮扶下，后坝村发展了
红心蜜柚等脱贫产业，贫困户从 2014 年
的 95 户下降到 2017 年的 33 户。为了帮
助剩下的贫困户脱贫，村支书田世海利
用个人养蜂专长，帮助贫困户过上“甜
蜜”生活。田世海过去每年养蜂纯收入 5
万多元，现在把精力放在合作社养蜂上，
个人收入大幅减少。田世海说，看到今年
村里只剩 7 户社保保底贫困户，感觉自
己付出很值得。

“政策好，干部拼，我们只能努力
干，把自己的生活过好。”61 岁的白果
村低保户黄素荣说，她身体不好，但买
药吃也要打工，每月打工收入 1000 多
元。

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的甘肃省陇南市
两当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秦巴山
特困片区县。这个总人口只有 5 万人的小
县，境内近四分之三的面积是绿色森林。近
年来，当地依托良好生态打造了生态旅游
“慢城”。

记者近日来到“绿、小、慢”的两当县
采访发现，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这个小
县，追求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进程不断
加快。

绿色是脱贫发展的底色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一进两当，
就像是进入一座大型的森林公园。有两项
指标，让外地人艳羡，也让两当人骄傲：两
当境内森林覆盖率达 74%，林木绿化率
83 . 5%，名列甘肃省第一、全国前列。

两当山绿、水清、天蓝，但长期以来，苦
于工业薄弱百姓的腰包并未鼓起来。把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成为两当脱贫攻坚
的重大考验。

早年间，当地一些干部提出要把境内
覆盖在森林之下的多种矿产开发利用，以
提高当地经济增速。但经过多番调研，两当
县还是没有选择走这种会对生态造成破坏
的捷径，而是坚持“生态立县”的理念，彻底
停掉了高污染工业项目。

站儿巷镇曾是一个贫困人口占比
37% 以上的林区乡镇，但现在全镇只剩贫
困户 5 户 16 人，贫困发生率为 0 . 43%。这
其中，土蜂蜜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两当山里生长着名为狼牙刺的野生小
灌木，春夏季花开，许多农民养蜂。狼牙蜜
因为葡萄糖和维生素含量高而受市场欢
迎，为村民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我们
生态好，蜂蜜品质好，知名度打出去后，不
愁卖。”站儿巷镇管江村村支书赵志宏说，
蜂蜜价格从 3 年前每斤 25 元涨到了现在
的 60 元。

依托着大面积的野生白皮松天然林，
两当县还发展育苗产业。有村民进行测算，
一斤种子最高卖 100 多元，但如果育成苗，
3 年后一斤小苗能卖到 1800 元。

“广大林区群众得到实惠、尝到甜头，
才能实现保护生态和脱贫致富的双重目
标。”两当县长郭省军说，这些年当地经济
发展提速，但森林覆盖率比“九五”期间提
升了 12 . 5%。“绿色是我们脱贫发展的底
色。”

小县脱贫靠帮扶更靠互助

两当县人口不多，居住分散，许多产业
发展难以做大，不能形成规模效应，这给脱
贫攻坚带来了更大难题。但近年来，在外界
帮扶和自身互助的共同努力下，许多成规
模的脱贫产业让群众能够稳定增收。

过去数年里，甘肃省检察院连续派出
多批干部驻点帮扶。在杨店镇灵官村，村民
从 2013 年开始就见到了他们的身影。

村支书曹宗孟回忆，2013 年检察院干
部按照行情跟村民算了笔精细账，唤起了
群众的发展愿望。但缺资金、缺技术、缺市
场使群众难以起步。有产业的大户缺少劳
力和流动资金，贫困户手握政策性贷款，却
没有产业可以投入。

后来，灵官村探索出了一种互助的办
法破解了这道难题。育苗合作社领建小康
互助组，依托能人大户已有产业基础，通过
签订“互助协议”，组织贫困户以惠农资金、
劳动力和土地入股分红，实现资金“捆绑”
和产业“嫁接”。

曹宗孟说，现在全村以小康互助组
的形式发展育苗产业，带动整村稳定脱
贫，全村贫困率从 2013 年的 42 . 5% 降
至零。

灵官村只是两当县通过产业扶贫的一
个缩影。如今小康互助组在全县推广，实现
了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全覆盖。2016

年，两当县提出“三养一育”，即养蜂、养菌、
养鸡和育苗，确保所有贫困户都有 2 项至
3 项增收项目，每项产业都有引领发展的
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在两当县许多农村，群
众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来自这几大成规模的
产业。

打造旅游“慢城”带来加速发展

一进入两当县城，就能看到当地的旅
游宣传语：“西部休闲慢城”。这里没有“冒
烟的工业”，成了不少外地游客眼里的“世
外桃源”，游客数量不断增加。打造旅游“慢
城”带来加速发展。

绿色草甸上，红色的民宿格外醒目。在
云屏景区里，许多游客漫步其中，流连于层
林尽染的美景不愿归。游客到这里深呼吸
放慢了脚步，这里的生态旅游产业快速发
展。

云屏镇党委书记冯红波说，这几年云屏
镇不定期组织农民导游解说培训和电商培
训，让许多原来在家待业的贫困户变身景区
的“土导游”和农特产的网销“达人”。

云屏镇庙湾村“85 后”农家客栈老板
庞香已成为当地红人。今年 3 月，她参加了
电商培训班，注册了微店。小店开张以来，
总浏览量超过 2 万次，特别是在抖音上推
销当地的土特产，手工制作的蜂蜜核桃饼
经常供不应求，通过网络销至全国，还带动
多个贫困户参与网销增收。

两当县的统计显示，2014 年至 2017
年，共接待游客 334 . 04 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13 . 5947 亿元。生态旅游成了当
地增速最快的希望产业。

郭省军说，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我们真
切感受到只有坚守绿色，才能实现高质量
发展。脱贫攻坚奔小康，两当正在不断提
速，任务正在加速完成。

(记者屠国玺、成欣、刘能静、张睿)
新华社兰州 9 月 27 日电

“绿小慢”的甘肃两当加速脱贫

小辣椒助力

农 户 脱 贫

▲近日，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张村集乡后安上村的椒农在晾晒辣椒。

近年来，河北省临漳县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以“供销服务+专业
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特色辣椒种植，为农民开辟增收新途径。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家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十家子镇的
赵立明 27 日一早就出门了，他要赶到镇
上的玛瑙城备货。这一天是第十三届中
国玛瑙文化旅游节开幕的日子，“今天游
客肯定很多，早点开门，多卖点货。”

七点多，赵立明来到福光玛瑙城自
己的摊位，铺开一张白色的毛毯，从大旅
行包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他制作的玛瑙手
链、各种形状的玛瑙吊坠等饰品和一些
人物、花鸟的玛瑙摆件。“这些作品大部
分是我自己制作的。”赵立明说。

不到八点，游客已经三三两两走进
市场“淘宝”，不少手拿自拍杆的游客还
做起了网络直播。

卖货的间隙，34 岁的赵立明向记者
讲起他的经历：22 岁那年，他跟着村里
的农民工到北京找活计，在一家高尔夫
球场当球童，“漂”了四年；后来辗转到省
城沈阳，在一家纺织厂做工，这一干又是
四年。工作累点苦点还能忍受，异乡漂泊
的孤独感让他备受煎熬。

这几年，家乡阜新的玛瑙产业发展很
快，阜新玛瑙雕刻工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地玛瑙制
品产业和销量占全国市场一半以上。产品
远销到美、日、韩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赵立明的老家十家子镇也因玛瑙产业规
模不断壮大被评为全国特色小镇。

经过一番思考，赵立明决定回乡创
业。拜师学了两年玛瑙雕刻工艺，有了基

础，他先是在别人的工作室当学徒，有
了一些积蓄后，他就自己买原料回来雕
刻一些小件销售，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摊
位。如今，靠玛瑙雕刻和销售，赵立明一
年可以收入五六万元钱。

“小时候镇上就有师傅做玛瑙雕刻，
没想到，我也能靠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
吃饭。”赵立明说。

玉龙弘艺雕刻厂负责人曹辉是一
名 80 后的大学生，2009 年从青岛理工
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后，他放弃了在青
岛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学习玛瑙雕刻
技艺。经过努力，2016 年，曹辉被中国
玉文化研究会评为中国青年玉雕艺术
家。

“我希望能够把传统技艺和现代艺
术设计理念相融合，让阜新的玛瑙产品
走入更多普通百姓家庭。同时也带动更
多人创业致富。”除了招募懂雕刻技术的
农民和青年人到自己的雕刻厂工作外，
曹辉还打算成立自己的设计团队，开发
玛瑙文创产品，进一步提升玛瑙产品的
附加值。

阜新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张
士学介绍说，经过集中培训，目前全市共
有玛瑙产业从业人员约 6 万人，上下游相
关产业从业人员 10 余万人，2017 年玛瑙
市场成交额 30 亿元，已带动超过 3500 户
贫困户脱贫。 (记者孙仁斌)

新华社沈阳 9 月 27 日电

玛瑙雕出脱贫路

用手铲轻轻刮掉土层，用棉签擦
去边角内的泥垢，末端镶有绿松石蝴
蝶的千年银簪重见天日……“当时我
就觉得，这支银簪的主人应该很美。”

张巧巧依稀记得自己亲手出土文物时
的情景。

21 岁的张巧巧从来没有想到自己
的命运会与考古发生交集。因母亲患有
精神疾病，妹妹还在上学，全家就靠种地
和父亲打零工生活，她初中毕业后便到
深圳的一家美发店做学徒。

“去年村里启动了考古发掘项目，我
回来先培训了 2 个多月，学习考古绘图
等基本技能，后来跟着专业考古人员进
入现场实操。”工作一年多的张巧巧现在
已是一名初级考古技师。

与张巧巧有着相似经历的贫困户，
在河南省宜阳县福昌村还有很多。这个
背靠崤山、面朝洛河的省定贫困村，曾
是中国唐代两京驿路上的重要节点，村
北地下有多处古代遗址。在村里保存完
好的隋朝福昌阁，每逢农历三月初三举
办的万人赛神会，是豫西民俗风物的大
集萃，再现着昔日的繁华。

2015 年，福昌村成为洛阳市文物局
的对口扶贫点。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带动
下，洛阳市文物局积极争取文物保护专
项资金，去年开始对村北的福昌城遗址
进行田野考古钻探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
作，近百名贫困户参与其中，月收入均在
1000 元以上。

据洛阳市文物局驻福昌村第一书记
贾中宝介绍，一支考古队一般包括三类
人员：负责项目整体研究和管理的专业
考古人员，有着丰富发掘经验的考古技
师，负责清理土层、运土等基础工作的普
通工作人员。其中，普通工作人员的工
作，大部分当地村民经过培训就可以上
手干。

“我岁数大了打工不好找活，现在

在考古工地上负责运土，还做领工，给
大家排班。”59 岁的贫困户王铁臣长
年独居三孔窑洞，家里的 4 亩多地多
半儿是旱地，以前靠天吃饭“只能顾住
嘴”，如今跟着考古队工作有了稳定的
收入，今年已顺利脱贫。

目前，福昌阁主体保护规划已经
启动，福昌阁和福昌城遗址申报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期资料正在准
备。贾中宝说，这个村的历史文化价值
以前是被低估的。希望通过发挥职能
优势，提升福昌村知名度，推动当地旅
游业发展，进而长期有效地带动村民
致富。

考古走进贫困村庄，解决的不仅仅
是村民的就业增收问题。

扶贫先扶智。在洛阳市文物局的帮
助下，博物馆萝卜手工坊、历史小课堂、
“我是小小考古家”夏令营进福昌小学等
一系列活动的举办，让福昌村的孩子们
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农村小学教育资源有限，手工美
术课等是孩子们以前很难接触到的课
程。有一次手工坊活动，博物馆的老师
领着孩子们在竹简上写字，感受中国
古人的书写方式，比我们凭空讲课效
果好多了。”福昌小学教务主任乔晓品
说。

如今，张巧巧正在利用空闲时间补
习《中华上下五千年》等历史文化读物。

在她看来，考古虽然很辛苦，最大的乐
趣是那份神秘感，永远不知道地下有什
么文物。

“考古队的老技师常永卿是我的
榜样 ，他绘图特别厉害 ，可以真实地
还原现场 ，从而更好地保护文物 。希
望通过学习进修，我也能成为像他那
样的人，在考古上越做越好。”张巧巧
说。 (记者桂娟、李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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