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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11 月 6 日电(记者孙仁斌、丁非白)深
秋的辽北，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在素有“中国鹿乡”的
辽宁铁岭西丰县，近年来，当地通过党建引领、用活政
策、突出特色，走出一条“三彩”脱贫路。预计今年年底，
西丰县将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红色”：脱贫路上党旗飘

西丰县从 20世纪 90 年代就被列为省级贫困县，
2015 年统计，全县 174 个行政村中，有建档立卡贫困
村 120 个、贫困人口 4 . 19 万人。

“ 2016 年，县委组织了一次脱贫攻坚大调研，
我们发现，脱贫攻坚县里很急，乡镇在观望，村里在
等着要钱要政策……”西丰县委组织部党建服务中心
主任迟泽光回忆说。这次调研中还发现，当地普遍存
在贫困村产业结构单一、村干部脱贫意识不强、县直
单位办事效率不高、县乡村信息沟通不畅等一系列问
题。

为有效解决这些难题，当地创建了“脱贫路上党旗
飘”微信平台，把县乡村三级领导干部、产业专家、农业
专家等纳入一个“朋友圈”，每天发布扶贫政策信息，贫

困村、镇干部在群里汇报扶贫工作进度，村里有难题，

直接“@”县领导。
“一开始大家都不愿进群，有的村干部干脆直接退

群。”西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谢志波说。经过制定制度、
强化内容建设，组织部门将各县直单位、镇、村在群内
的表现列为干部考核任用的参考，聘请专家在群里做
产业脱贫培训、发布各类农产品供求、招用工信息等，
使基层干部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平台是村民脱贫的“百
宝箱”。

钓鱼镇景华村党支部书记何振丰现在每天都在关
注群里的信息：“我们村这两年搞落叶松苗种培育，去
年 100 万株树苗卖不出去，我在群里发了个消息，礼泉
村党支部书记张福军看见了，帮我联系抚顺的买家，全
部卖了出去，解了燃眉之急。”

“金色”：用好、用活脱贫政策资金

用好各级脱贫攻坚帮扶资金，发展特色产业，为当
地贫困户铺就一条金光大道。

距离县城约有 50 公里远的天来村曾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荒山多、耕地少、交通不便，全村三分之一以

上的家庭是贫困户，不少村民外出打工，不愿再回这个
“穷窝”。

近年来，天来村借助扶贫资金和银行贷款，建立了
水果批发市场，村里的水果再也不愁卖，还成了当地有
名的水果集散地。

“别看地处偏僻，咱这里的水果可卖到了马来西
亚、新加坡、泰国、日本等地。这种鸡心苹果地头的收购
价是每斤 4 . 5-5 元钱，出口到国外，能卖到 15 元。”55
岁的贫困户赵龙指着他的果园对记者说，这几年，村里
免费给他提供了 500 多株果树苗，他在自家地里种了
7 亩鸡心苹果，加上种植玉米等作物，一年收入 2 万多
元。

天来村党支部书记付宝库介绍说，目前，全村年产
各类水果 1200 多万斤，产值超过 1300 万元。通过引导
农户种植、村集体经济分红、政策兜底等举措，全村
199 户、528 名贫困户全部脱贫，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
也都陆续回到了村里。

郜家店镇祥和村、洪来村利用扶贫资金 100 万元，
入股当地企业，每年每村分红 5 万元。得到资金后，企
业扩大生产规模，为贫困户安排工作岗位，用工最多
时，可带动 150 多户贫困户就业。

“绿色”：好生态是金字招牌

“我们迫切希望发展产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但绝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好生态是西丰的金字招牌。”
西丰县委书记康冠华说，当地选择了发展生命健康产
业的绿色脱贫之路，把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挡在了门外。

西丰的梅花鹿存栏量占到全国的 25% ，是全国
的“鹿产业第一县”；柞蚕产量占全国的 30%，还生产
人参、五味子、地龙骨等 500 多种药材。西丰县先后
聘请了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团队编制了生命健康
产业和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规划。茅台、东阿阿胶、吉
林修正、天士力等知名企业纷纷落户西丰。

铁岭鹿宝堂药业集团是当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主要生产鹿系列功能食品。建档立卡贫困户谭贵
宝在办公室里熟练地操作着微商后台系统。虽然由
于先天性残疾身高较矮，但谭贵宝通过在公司管理
微商平台，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西丰县扶贫办主任孙家彦介绍说，通过多种模
式共同发展，西丰县贫困人口逐步减少，预计今年年
底，将摘掉省级贫困县的“帽子”。

“中国鹿乡”西丰的三彩脱贫路

新华社武汉 11 月 5 日(记者谭元斌)二三百米高
的悬崖之上，一根缆绳一头连着崖顶的吊车，一头连着
用钢条焊接而成的简易吊篮，吊篮里载着两名工人和
水管、发电机等物资。

吊车启动，吊篮凌空下降逾百米，晃晃悠悠地靠近
峭壁间的一个岩洞时，两名工人小心翼翼地把吊篮里
的物资往洞口转移……这是近日发生在鄂西千仞绝壁
朝东岩的一幕，一项惊险的引水工程正付诸实施，两名
工人搬运的物资皆为施工所用。

南北长约万米、高 100 米至 400 米不等的朝东岩，
是国家 5A 级景区恩施大峡谷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朝东岩下方，坐落着人口 3000 余人的田凤坪
村，这个隶属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
屯堡乡的山村，为恩施市 19 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在田凤坪村村民的记忆中，缺水是祖祖辈辈田凤
坪村人心里的痛。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水源，只能“靠天
吃水”。每年 10 月到次年 3 月，当地降水少，只要连续
干旱个 10 天左右，村民就会“吃水难”。

为解决吃水问题，田凤坪村人想尽了办法。比如三
五家一起挖堰塘蓄水。辛辛苦苦蓄上的水万分宝贵，为
了防止有人夜里“偷水”，村民睡觉前甚至要跑到堰塘
前故意将水搅浑。

堰塘蓄的同样是雨水，干旱时坚持不了多久。实在
没水吃了，屯堡乡政府就用洒水车送水，一天送个几车

水到有水池的农户家里，其他村民都过来挑水吃。“一
天只能挑 3 桶，还要排队。”村民杨芳珍告诉记者。

供水量虽少，但至少有水可用。只可惜乡里的洒水
车仅此一台，还承担着保洁的任务，忙不过来的时候，
村民便只能依靠“自己解决”。

怎么办？大家只好开着三轮车，用 50 斤装的大水
壶到 6 公里外的清江运水。就这样，大水壶、蓄水池成
了家家户户的“标配”，村民之间“借水”也成了“家常便
饭”。

近些年，恩施大峡谷景区高速发展，带动周边群众
吃上了“旅游饭”，端上了“金饭碗”，而田凤坪村却由于
缺水而面临发展的瓶颈，许多农家乐甚至被迫停业。

解决吃水问题，由此成为脱贫攻坚的首要任务。

2014 年、2015 年，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田凤坪村
苍坪组、水井头组村民的吃水问题先后得到了解决，但
是田凤坪村朝东岩组、青树脚组、大坪组的 183 户村民
约 780 人苦于没有好的水源，仍然面临“吃水难”。

哪里有水呢？今年 2 月，村民在朝东岩半腰岩洞里
发现了水源！驻村扶贫工作队与村支两委随即在争取
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决定从朝东岩岩洞引水。

10 月 12 日，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和之前进洞的
村民组成探水队，依靠绳索降至岩洞，进入洞中做引水
的前期工作。

垂直的崖壁上，“贴”着一些生命力旺盛的小树和

岩白菜。一条绳索从天而降，绳索上端系在崖顶的一块
巨石下，下端直达崖底。探水队员坐在一块滑板上，像
“蜘蛛人”一样沿着绳索缓缓滑行。

“绳子有百把斤重，手得用力提起来，回去手臂一
个星期都不舒服。”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屯堡供电所
电工杨文清说。

岩洞距离崖顶逾百米，树枝、山风、内陷的崖壁，都
是探水队员不得不面临的挑战。屯堡乡财政所驻村扶
贫工作队队员罗方宇在下降的过程中，撞到岩石受了
伤。

经多方筹备，10 月 28 日，引水工程正式开工。
从洞口到水源地，全是乱石堆，高低不平，湿滑不

稳，1000 米的距离，工人们抬着发电机、水管等物资，
打着矿灯照明，进出一趟要花近 3 个小时。

在一个岔洞的底部，一泓清泉兀自流淌。洞壁陡
峭，没有落脚之处，工人们依靠一根软梯艰难上下。

经多方努力，10 月 31 日 17时许，朝东岩下，一股
清泉从水管中喷涌而出。

“我们将建一个 300 立方米的大水池，并通过管网
将水引到每一户村民家中，争取过年之前让缺水的村
民都能吃上清甜的山泉水。”田凤坪村党支部书记杨流
祥说。

长期困扰田凤坪的缺水问题，将彻底解决。杨芳珍
说，这“给子孙后代造了福”。

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6 日电(记者梁文雅、杨知
润、缪异星)小米、绿豆、燕麦、芝麻、玉米……这
些看似“名不见经传”的五谷杂粮，却是河北省馆陶

县寿东村的致富“金饽饽”。当地村民用五谷杂粮作
画，不仅打造了年逾千万元的“粮画”大产业，还摘
下了“省级贫困村”的帽子，在河北省率先跨入“中
国十大最美乡村”行列。

寿东村地处黑龙港流域，过去是一个没山、缺水、

少绿的省级贫困村，全村 188 户中有 91 户是贫困户。
“粮画”产业的兴起，让其成为远近闻名的“粮画小镇”。
寿东村党支部书记张付仁告诉记者：“2013 年全村人
均收入仅有 2000 多元，去年已经达到了 17000 多元，
是因地制宜引进粮食画这个特色产业，让百姓脱贫走
上了富裕路。”

张海增是寿东村培育“粮画”产业的农民企业家。

2014 年，在馆陶县的扶持下，他将自己的粮艺公司搬
回到寿东村，并以粮食画为发展核心，免费为贫困户提
供作画培训和就业岗位。

名山胜景、成语典故、卡通人物、飞禽走兽等“粮
画”作品挂满了贫困户师献巧 160 多平方米的画室。她
以粮食画制作为业，如今不仅脱了贫，还于去年注册了
自己的公司。富裕起来的师献巧在自家院子西侧的空
地上，建起 5 间新房用作粮食画工作室和体验室，带着
村民们一起制作、共同致富。

用镊子作笔，以粮食为墨，正同村里的姑娘
们一起作画的师献巧说：“正在制作的这一批粮
食画，是外地客商专门定制的，一些订单已经排
在了一个月之后。”提起粮食画的销售，师献巧笑
着说：“一幅画卖几百元至几千元不等 ，刚做好的
一幅长图卖了 16000 元，只要作品好产品销路不

用愁。”
在寿东村，像师献巧这样开“粮画”工作室的人在

村里已有一大批，还有更多的人选择在画室上班或以
灵活的方式在家里领料加工。“只要正常做，她们年增
收两三万元没问题。”师献巧说。

“粮画”产业的蓬勃发展，让寿东村从过去脏乱差
的贫困村“破茧成蝶”。自 2014 年以来，寿东村以粮食
画为支撑，设立了“粮画基地”“粮画博物馆”“互联网+
乡村旅游制作室”等不同类型的产业空间，并流转旧院
落打造文创工作室、手工体验室等项目。2017 年，其
“粮画”销售额达到 1300 余万元，成为馆陶县新的经济
增长点。

张付仁说，未来将同周边村镇一起打造“一镇四社
区”的万人小镇，建设全国粮食画和手工画中心，带动
更多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镊子作笔，五谷杂粮为墨

这个村以粮为画摘下“省级贫困帽”

绝壁引甘泉，村民再也不用“偷水”了

新华社成都 11 月 5 日电
(记者周相吉)大河绕青山，云
雾漫林间。长江上游大渡河边，
一个名叫同心村的村落曾遭遇
一次又一次困境。烂泥沟 、危
房……村民们曾“烦恼”不断。
如今，这个山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樱桃沟”，吸引
着大量游客前来度假旅游。然而生活富裕的村民
们却说，他们又遇到了新的“烦恼”。

同心村位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清溪镇，紧
邻大渡河。记者近日来到同心村采访。村内，清澈
的溪水冲击着石桥桥墩，发出“哗哗”的流水声。村
民们说，晚上溪流声更好听，伴他们入眠。

然而，溪流声在过去并不这么动听。“以前听
见河沟里的水流声，我们都感到害怕！”同心村支
书康威说，多年前，这是一条烂泥沟。一下大雨，河
水夹着泥沙冲向村民房前屋后，让大家惶恐不安，

这是当年村民们面临的“最大烦恼”。
村里老乡介绍说，也就在十年前，“木门推得

‘嘎吱’响，河水顺着屋基淌”的现象非常普遍，有村
民的房屋也因此而损毁。此后，当地政府在上级部
门支持下，启动了自然灾害治理和新村建设。穿村
而过的“烂河沟”成了“景观河”，带着木栅门的土
墙房也被一栋栋楼房代替。

住房安全问题解决了，但村民们的腰包并没
鼓起来。2014 年，同心村也被评定为贫困村。康威
说，此前村民们种植了很多核桃树、苹果树、樱桃
树，但很难见效益。此后根据多方考察，村民们决
定以种植樱桃树为主。

村民杨兴荣种了 500 多株樱桃树，他满以为
这些树能变成“摇钱树”，但结果却让他懊恼不已。
“树很大，也开花，但就是不挂果。”康威说，除了杨
兴荣外，其他村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这又一次
让村民们愁上心头。

村民们说，当年正在大家忧愁之际，在汉源县
挂职的四川农业大学教授龚荣高来到了村里。“一
些村民对果树的花期管理不合理，因此出现只开
花不结果的情况。”龚荣高说。后来，他对村民们进
行了培训。

“收获很大，培训后我们改进管理方法，大家
还经常交流。”杨兴荣说，第二年效果就出来了，同
心村的樱桃个大味甜，远近闻名。

同心村距离汉源县数十公里，距离雅安市百
余公里。近年来，村里大樱桃种植面积也达到
2000 亩左右。随着村里樱桃名气渐增，慕名而来
的游客也开始增多，村民们的腰包也一天天鼓了
起来。

2015 年，来自汉源县人民检察院的王明甫正
在村里任第一书记，他带着村民到乡村旅游搞得
好的地方考察学习。

2016 年，杨兴荣决定兴办农家乐。他按照宾
馆房间的样式，对自家房屋进行了装修。2017 年，
杨兴荣的农家乐开业。“以为开业几天后才有生
意，结果当天房间就被订完了。”杨兴荣说，游客到
他家度假，必须提前几周预定。

康威说，同心村有 200 多户村民，如今有 26
家农家乐，但接待能力仍然跟不上。“旺季一天有
近 2000 名游客预订，而农家乐接待能力只有 500
人。这是他们新的烦恼。”

如今，同心村已脱贫，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 1
万元。王明甫说，可以预计的是，这个山村在接下
来的振兴之路上，还会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村民会
有新的“烦恼”。“不过，以后的‘烦恼’将会带着幸福
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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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6 日 ，在江西
省南昌市进贤
县三阳集乡产
业扶贫基地，
当地贫困户在
百香果种植基
地内对挂果进
行维护。

近年来，
江西省南昌市
进贤县大力推
进“以产业促
扶贫”的“造血
式”扶贫工作，
在三阳集乡建
设产业扶贫基
地 ，发展 2 0 0
余亩百香果种
植园，吸纳周
边 100 余户贫
困群众参与种
植分红。目前，
百香果产业年
产值突破 100
万元，为当地

贫困群众铺就一条脱贫增
收之路。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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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大渡河边，

一个名叫同心村的村落，

村内，清澈的溪水冲击着

石桥桥墩，发出“哗哗”的

流水声。多年前，这是一条

烂泥沟。一下大雨，河水夹

着泥沙冲向村民房前屋

后，让大家惶恐不安，这是

当年村民们面临的“最大

烦恼”

如今，这个山村已成

为远近闻名的“樱桃沟”，

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度假

旅游。然而生活富裕的村

民们却说，他们又遇到了

新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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