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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11 月 15 日电(记者孙波、梁娟、陈晨)
李东东没有看过美国电影《舞出我人生》，更不知道泰
勒·盖奇在生命的困顿中执着追求梦想的传奇故事。但
他遇到的人生挫折远比其悲惨得多，而他追求的“艺术
人生”是在中国的黄土高原上演绎。

这位 38 岁的陕北汉子，打小就跟着老人打腰鼓。
小时候，挎上红色的腰鼓，系着白羊肚手巾，酣畅淋漓
地打上一场鼓，是李东东最享受的时光。

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彻黄土花自开。李东东的家
乡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知名的中国“腰鼓之乡”。
千百年来，安塞人就在这厚重的黄土高坡上击鼓而
歌、慷慨而舞。但千百年来，腰鼓打得来欢笑，却也赶
不走贫穷。

“那时候人可怜、日子苦，饭都吃不饱，打腰鼓最多
当个爱好，挣不下钱嘛。16 岁我就辍学出门打工了，啥
苦都吃过。”坐在安塞区冯家营千人腰鼓文化村的活动
室里，李东东忆及过往，神情黯淡。

为了生计，腰鼓也就扔下了。
19 岁那年，打工长了本事的李东东在家里搞起了

蔬菜大棚，这可是当年的新鲜事。腰包挣下了票子，村
里人夸他“时髦”，李东东头一次觉得，脸上开始有了光

彩。
日子刚有起色，噩运却不期而至。先是父亲得了

肺结核，接着母亲心脏病病倒……一记记重锤敲打在
李东东的心上。挣下的钱都往医院里送，大棚也荒了。

生活再难也要继续。结婚娶妻，生子的喜悦没持续
多久，李东东就发现儿子脑瘫。这个西北汉子几乎被打
垮了。“我花了 2 年时间才教会儿子走路。也曾几度感
到绝望，一家子病人，这日子可咋过呀！”

在外挣钱，回家照顾老小，时不时要往医院跑……
生活就这样残酷地循环，一天天，一年年。

当挫折一再降临，梦想只能存于心间，腰鼓渐渐被
李东东淡忘了。2016 年，李东东的妻子又被查出患上
癌症，这个陕北汉子没法再抑制内心的悲伤。雪上加霜
的日子，眼瞅着就没了光亮。

但就在这一年，他一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曙
光照进了这个苦难之家。和过去“过个年、拉个手、送个
面和油”的扶贫方式不同，这一回，政府动了真格：妻子
做手术，报销了 90% 的医疗费，政府每年还为妻儿免
费送药两次，到医院复查也都免费。大儿子被送到延安
市特殊学校就读，学费免交，每学期还有 1000 元生活
补助，上初中的小儿子也有 400 元补贴。

“我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是党的政策救了我！”终于
能喘口气了，李东东的愁眉也渐渐舒展，他开始想念起
腰鼓。正巧，区里为贫困户办起腰鼓培训班，说是要让
他们打腰鼓脱贫。他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有童子功的基
础，学得也快，一个星期后，李东东结业了。再次挎起心
爱的腰鼓，李东东感慨万千。只是，他心里的疙瘩还没
有解开，“这打腰鼓还能脱贫？那祖祖辈辈打腰鼓，咋还
那么穷哩？”

但这一次，打腰鼓还真就把贫困打跑了。安塞把腰
鼓、剪纸、农民画、曲艺和民歌，当作当地的 5 张名片，以
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带动脱贫。游客来延安旅游，顺道坐
半小时车来安塞看腰鼓、听陕北道情，悄然间就成了时
尚。当地还专门成立了以贫困户为主的励志扶贫艺术
团，李东东是骨干成员。

“今年我已经打了 50 多场腰鼓了，每场收入有
150 元。前几天延安南泥湾机场通航，我们就去打了个
痛快，大家临时加演了一场。”

和泰勒·盖奇证明的一样：尽情舞动的人生，比想
象得还要美妙。现在，李东东的腰鼓打出了名气，他的
手机里有 7个和腰鼓有关的微信群，不时闪动着各地
邀请演出的信息。他还时常外出到其他县区甚至省外

教授安塞腰鼓技艺，收入不菲。最近，他把大家的演
出视频搬上了视频社交网站“快手”，迅速“吸粉”170
多个。

李东东对家庭的发展也有了新安排：除了打工
打腰鼓，要在老家开个养鸡场。为此，他已经屯好了
数千斤玉米，装下了家中满满两个玉米篓子。

“都打听好了，按政策我能贷款 5 万到 8 万块，
政府贴息。明年一开春就干，先养它二三百只。等以
后‘粉丝’多了，咱就在‘快手’和朋友圈里卖土鸡蛋！”
他的声调都扬了起来。

咚咚的腰鼓声，有如脱贫的阵阵鼓点。最近，李
东东忙着给政府安排的新房装修，这套 90 平方米的
安置房位于安塞城区，按照政策，他只花了 1 万元就
拿到了钥匙。打腰鼓挣来的洗衣机、沙发、抽油烟机、
热水器等电器陆续进屋。

新房客厅的布置令人好奇，背景墙上一行大大的
字———“时间都去哪儿了？”。

“你想表达什么？”记者问道。
“过去生活太苦了，时间都溜走了。今后的好日

子，我想抓紧把时间过回来！”李东东语气坚定，眼中
带着欢喜。

打腰鼓打跑贫困：一位陕北汉子的“鼓舞”人生

新华社杭州 11 月 14 日电(记者裘立华)记者 14
日从杭州市政府获悉，杭州市政府近日率电商网易严
选赴贵州省雷山县签订协议，将对雷山县实施精准扶
贫。

杭州市是浙江省对口帮助黔东南州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城市，近年来以“政府援助、人才支持、企
业合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实施精准扶贫。此次
帮扶，主要由杭州市牵线网易严选对雷山县实施精准
扶贫。

雷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西南部，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

网易公司副总裁、网易严选 CEO 柳晓刚表示，网
易严选将启动“品牌共创脱贫计划”，并在“西江千户苗
寨”建立“严选·雷山”文化馆，以业界首创的严选模式
赋能雷山县品牌形象打造，从地区产业发展规划、供应
链源头、商品打造等上游入手，将电商扶贫带入 2 . 0
新阶段。

据介绍，雷山县已有苗年、苗绣、苗银等多项
文化遗产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此外，雷山县还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物产丰富，拥有乌杆天麻、银球茶、黑毛猪、鱼
酱酸等一批地理标志产品，被誉为“天然绿色聚
宝盆”。

据介绍，雷山县人民政府将委托网易严选在国
家 4A 级景区“西江千户苗寨”建立“严选·雷山”文化
馆，负责雷山县文化品牌形象打造工作，并依托雷山
县品牌形象深度开发雷山县系列特色商品。

同时，为进一步做好对口帮扶工作，杭黔两地妇
联授予网易严选雷山文化馆“一枝独秀”杭黔妇女对
口帮扶联络站牌匾，并与网易严选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未来将继续在杭州市商委的指导下，以电商帮扶
为抓手，整合优质资源共同为黔东南州绣娘提供订
单式培训、设计、制作、销售，帮助黔东南妇女实现家
门口就业。

据新华社长沙 11 月 15 日电(记者柳王敏、万志
云)62 岁的黄丙德没想过自己还能在家门口找到一
份工作。今年 5 月，他参加招聘被录用，经过简单的
培训后，成为湖南省江华明意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爱心车间”的一名员工，从事手机膜的清洗工作，每
月工资 3000 余元。

“我们民营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爱心车间’是
专门为江华本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设定的。”明意湖
公司董事长李洪梅告诉记者，目前“爱心车间”共有
员工 30 人，其中 50 岁到 65 岁的有 26 人，车间里都
是简单易上手的工作。

江华瑶族自治县位于南岭北麓、湖南省南端，瑶
族人口众多，也是集“老、少、边、穷、库”于一体的贫困
县。“我做农活到现在这个岁数，农闲时基本没事可
做，现在还能定时上下班拿工资，这种感觉真好。”家
住江华县涔天河镇的黄丙德说。

近年来，湖南省以“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为

抓手，承接沿海企业转移，吸引海内外湘商湘才回乡
投资兴业。江华县紧抓机遇，以环保、安全、效益为准
入门槛推进招商引资。

2017 年 6 月，在广州的李洪梅决定回乡投资办
厂，并于当年 12 月投产。“在外地打工，员工能带回家
的钱很少，老人小孩留守在家又得不到照顾。”说起返
乡“归巢”办企业的初衷，李洪梅说，我生在江华，长在
江华，回馈家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在追求经济
效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责任。

记者了解到，通过提高政府服务质量，不断改善
营商环境，江华县在短短几年时间，引进和培育规模
企业达 73 家。江华县经开区招有产业工人 1 万余人，
其中贫困人口约占 30%，在乡村开办的 400 多家小微
企业，吸纳带动 9000 余名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江华县委书记罗建华认为，企业落户江华，引进了
人才，提供了就业岗位，提高了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也
提振了发展信心。

杭州“政府+电商”精准扶贫贵州雷山 “归巢”瑶乡企业办扶贫“爱心车间”

历经 3 年多的建设，在甘肃省陇南
市武都区白龙江畔，一个崭新的“新坪
垭”即将建成，预计今年年底实现全面建
成搬迁。

坪垭藏族乡是甘肃省陇南市 25个
特困片区乡镇之一，2015 年，当地政府
做出坪垭藏族乡易地扶贫搬迁重大决
策，对深山上的 8个村 1236 户 5731 人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总投资 4 . 69 亿元，
是甘肃省“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重点建设项目。全面建成搬迁后，当地
政府将对搬迁安置区与周边景区进行整
体规划，打造民族风情和乡村生态旅游
村；同时加大群众专业技能培训，并引进
企业实现群众本地就业，帮助搬迁群众
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

坪垭藏族乡“下山”记

大图：这是在陇南市武都区拍摄的
“新坪垭”一角(10 月 31 日无人机拍摄)。

小图上：在陇南市武都区“新坪垭”，
村民将山上搬下来的物品搬进新房(10 月
31 日摄)。

小图下：在陇南市武都区“新坪垭”，
村民到乡政府领取帮扶单位赠送的灶具
(10 月 31 日摄)。

倔女争气甩“穷帽”，主动退出贫困户
余汉芬当年迫于生计从河南柘城远嫁到陕西黄

陵，结过 3 次婚，两任丈夫病逝，生过 4 个孩子，大儿子
19 岁时因事故死亡。无情的岁月在这个 68 岁的农妇
脸上和手上刻下了一道道折皱，将她的头发染成灰白，
经年的劳作使她手上的关节变得粗硬。

余汉芬又是个倔强而开朗的女人，从不向命运低
头。接受了 3 年多的精准扶贫帮扶之后，去年 5 月，在
村委会组织的评议会上，她第一个主动提出退出贫困
户，轰动了全村。

“该退了！收入够了，贫困的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
俺也不好意思再戴了。”余汉芬笑着说。

坐在黄陵县店头镇新城村马路边宽敞明亮的新房
里，余汉芬拉着县委干部张高侠的手，打开了话匣子。

多年来，没有住所的余汉芬一家租住在村里人不
要的危旧窑洞里。后来窑洞塌了，在村委会的帮助下，
搬到了村里废弃的小学校舍，一住就是 5 年。

为了全家能过上好一些的生活，余汉芬开始种菜
卖菜。种菜是个苦活，通过没日没夜地劳作，她攒下两
万元钱。没承想几年前和老伴相继发生脑梗，住院治疗
不仅把积蓄全搭进去了，还借了 7000 元。不幸的是丈
夫偏瘫失去劳动能力，还好自己没留下后遗症，但家里
断了经济来源。一家五口人，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成了
村里出名的贫困户。

“苦的时候，家里没有一点油星，连着吃了 20 多

天的白水煮洋芋。娃娃哭啊，吃不下饭，说妈你能不
能去问别人借一碗油……”余汉芬擦了擦眼角的泪
水。

“日子再苦再穷，也要想办法过啊。前些年，俺找到
张湾的一个养鸡场，在那里问人家要了 8 只小鸡，人家
还给了俺几个鸡槽。从那以后俺开始养鸡，慢慢养到
20 多只，再后来有七八十只。”余汉芬的勤劳，使家里
的经济又有了转机。

余汉芬家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 2015 年，她下决
心修建新房。她东挪西借，拿着政府补贴的 1 . 28 万元
和一点积蓄就动工了。村委会知道她家困难，组织干
部、村民和建筑队给她包工包料，在赊账的情况下盖起
了两层新楼。

“房子还欠着建筑队近 5 万元钱，人家从来不催，
只说你有就还点。快了，估计明年就能还清了。”余汉芬
一脸轻松释然。

2016 年，陕西省军区扶贫工作队进村。扶贫干部
在走访中得知她有养鸡的经验，又吃苦耐劳，于是投入
了 7 万多元帮她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盖起了一间鸡
舍，并买来了 500 只鸡苗。那段时间，村里的第一书记
和扶贫干部经常上门帮忙，抹水泥、修仓库、安鸡笼，给
鸡舍通电。

“现在有 600 多只鸡，还有一群鹅，每天能捡 200
多只蛋，一个蛋卖 1 块钱，一天就是 200 多元。”余汉芬

说，她家的土鸡蛋叫“老余土鸡蛋”，用草、玉米、面包虫
和菜叶喂食，因为品质好，很受市场欢迎，有了固定的
客户，余汉芬也有钱还债了。

倔强而能干的余汉芬在养鸡之余，还响应村里的
号召，种上了 3 亩秋葵，榨了 370 斤油，并加入了桥兴
农机种养殖合作社，到年底拿到 1000 元的分红。

当年的 3 月，她儿子在扶贫工作队的介绍下，到
了北京一家天然气公司上班工作，每月有了固定收
入。

“现在日子过美了，家里买了冰箱、洗衣机、液晶电
视，想吃啥吃啥。”余汉芬说，“俺就要求退出贫困户，自
己退，也该退了。说啥再也不能拖累政府，麻烦帮扶俺
的干部。”

随着生活的改善，余汉芬的新家装上了地暖、太阳
能热水器和浴霸，冰箱里也被肉蛋菜填满，客厅里还摆
上了十几盆自己养的花草。

因为日子穷，余汉芬嫁到陕西之后 40 多年都没好
意思回河南老家。

“人要面子，争的是口气。现在不当贫困户，心里舒
坦多了。”余汉芬说，“儿子在北京买车了，今年俺一家
开小车回老家过年，给俺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捎上 20 斤
核桃。哈哈哈……”

余汉芬的笑声弥漫整个屋子，欢乐感染了所有人。
(记者孙波、沈虹冰、陈晨)新华社西安 11 月 14 日电

据新华社南昌电(记者林浩)
汽车行驶在花山界至里木高速公
路上，江西省资溪县境内精巧的
民族风格特色牌楼格外引人注
目；穿过牌楼，井然有序的畲寨跃
然眼前。这是位于闽赣交界处的
乌石镇新月村，过去曾是武夷山
区闭塞落后的贫困村，如今已成
为远近闻名的致富村。

新月村的变化离不开一位叫
兰念瑛的女人，村里人称她为“畲
族金凤凰”，正是在她的带领下，
新月村才走上致富路。

1982 年开始，23 岁的兰念
瑛瞅准商机种植花卉苗木，但既
没经验又没技术的她在苗木种植
时并不顺利，不到一年时间，第一
批苗种就全部夭折。但兰念瑛没
有放弃，为了弥补自己经验和技
术的短板，她自费前往浙江参加
苗木种植培训班。

学成归来的兰念瑛边种边钻
研，第一年就喜获收益，并在第二
年将种植面积扩大至 4亩，获纯利
1万多元，成为全村首个“万元户”。
这个 20 多岁的姑娘，一下子成了
当地知名的苗木种植专业户，村民
们都跑到兰念瑛家拜师学艺。

“那个时候没见过‘万元户’，
大家都羡慕小姑娘能靠种树致
富。”谈起兰念瑛，村民兰小水说。

兰念瑛毫不吝啬地向乡亲们
传授育苗技术，帮助村民成立农
家苗圃，她经手嫁接的苗木，成活
率都在 95% 以上。在兰念瑛的带
领下，新月村出现不少靠苗木产
业发家致富的村民。1995 年，热
心的兰念瑛被村民选为村委会主
任，兰念瑛一上任就担起带领新
月村走向产业富民的重任。

2000 年，兰念瑛带领新月村
村民成立新月畲族村苗木发展公
司，栽培苗木和风景苗种，并培育
了南方红豆松、红玉兰、黄玉兰等
30 多个珍稀品种花卉苗木，组建
200 多亩苗木基地。“她不仅教我
们技术，还帮我们垫钱。”村民兰
启华说。

据了解，兰念瑛当时与新月
村 50 户村民签订了 100 亩苗木种植合同，为村民
提供种子、技术和销售“一条龙”服务。

随着苗木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市场好的时候，
新月村成立了 3 家苗木专业合作社，苗木基地面积
达 1000 多亩，俏销福建、广东、上海等 10 多个省
市，年产值突破 350 万元，人均年收入超过 5000 多
元，“新月苗木”逐渐成为苗木市场的知名品牌。

兰念瑛靠实际行动赢得村民们的信任，连续
两届当选村委会主任，之后连续三届担任村支部
书记。她连续当选为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和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让村民们日子有盼头，生活有
甜头，这是我的心愿。”兰念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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