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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阳光洒在山西阳高县众合移民新村，一派
崭新气象。

说起搬迁后的新生活，村民杨吉满心欢喜，在窑洞
里住了一辈子的他没想到，有一天能搬出“穷沟沟”，住
进梦寐以求的“金窝窝”。

处在黄土高原北部的阳高县地形多山、沟壑纵横，
全县有 4 万多贫困人口，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杨吉
过去所住的村子叫“十九梁”，被称为从明长城守口堡
数起的第十九道山梁。村里自然条件恶劣，“村在山头
住，地无一亩平”。

近年来，为了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问
题，阳高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全县 1 . 6 万山区贫困人口
施行易地移民搬迁。“挪穷窝，拔穷根”——— 杨吉和其他

村民走出窑洞，搬进了山下的新居。
住在宽敞明亮、设施齐备的新房里，杨吉感慨：“今

后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屋子漏水、冬天没有暖气了。”他
说，这 3 间大瓦房，自己一共才花了不到 1 万块钱，“做
了一辈子住新房的美梦，最后政府给办成了。”

除了易地移民搬迁，阳高县近年来还在农村大兴
水利，对 3 万间农村危房进行了改造。如今，全县 249
个行政村全部通上了安全卫生的自来水，所有百姓都
告别了世世代代住窑洞的历史。

挪出了穷窝，还得有事干、能增收。阳高县委书记
冯晓雷介绍，县里按照“搬迁未动，产业先行”的思路，
在移民安置点同步配套产业扶贫项目，针对不同地区，
因地制宜打造设施蔬菜、林药套种、旱地小杂粮、黄花

等产业园区，让搬迁户吃上“定心丸”。
“住在山上种玉米，搬到山下种辣椒，收入天上地

下。”花苑新村易地搬迁户康巨英掰着手指头算了一笔
账，过去他在山上种着 3 亩玉米，一年的收入还不到
2000 元，如今自己在政府盖的大棚里种上了辣椒，一
年至少赚 7000 元。

走进古城镇的山西合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专
区，满眼的西门塔尔牛在悠闲地吃草。这些牛不仅是企
业的宝贝，更是贫困户的“银行”。该镇利用扶贫资金购
置了 258 头牛，由企业托养代管，贫困户每人每年都可
以得到分红。“风险企业担，红利可翻番，本金永远在，
项目持续转。”村民们说，这样养牛真是一本万利的好
产业。

产业扶贫的红利在阳高释放。记者了解，目前全县
12 个乡镇已建成 9 个设施蔬菜园、5 个千亩杏果经济
林、2 个千亩黄花产业园、6 个千亩中药基地，发展特
色养殖 1 . 2 万头、旱作农业 2 万亩，实现了“一户一栋
棚，一人一亩杏”的目标。

为了保证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阳高县还在全

部 118 个贫困村实现了基层干部“入户工作”全覆
盖，保证党员干部随时随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打通群众帮扶的最后一公里。

“从今天起，我就是真正的阳高人了。”龙堡村贫
困户曹爱义的老伴谢俊青来自湖北，20 多年来由于
各种条件制约，老人的户口问题一直没有落实，无法
享受国家的各项补贴和优惠政策。

驻村工作队在入户走访了解到这一状况后，多
次与湖北有关部门沟通联系，并陪同老人远赴湖北
办理相关证明，终于为他上了户口。谢俊青说，干部
入户不仅解决了困扰自己几十年的大难题，而且让
他感到了“家的温暖”。

阳高县县长丁国华说，在易地移民搬迁、产业扶
贫、干部“入户工作法”等多措并举下，阳高的脱贫攻
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县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
的 22 . 1% 下降到了目前的 4 . 9%，剩余的 39 个贫困
村、1 . 01 万贫困人口将按计划在今年内全部实现脱
贫。 (记者于振海、刘扬涛)

新华社太原 11 月 19 日电

“住山上种玉米，搬山下种辣椒，收入天上地下”
“挪穷窝拔穷根”，山西阳高县易地移民“搬迁未动产业先行”

“党给群众的承诺需要人来落实，这是村干部要牢
记在心的职责。”

“农村干部要牢记变与不变，不变的是初心，变的
是群众的生活。”

“农村最大的难题是公平，公平做好了，村看村，户
比户，不会有懒汉。”

“在村里，有理解你的，有不理解你的。最后都理解
你了，那是真能力。”

“你心里一定要搁一杆秤，把每个群众记在心里。”
“村集体的产业要多元化，多元化中又要有支柱产

业。”
……
这些农村工作的“金句”，出自陕西省黄陵县双龙

镇索洛湾村党支部书记柯小海之口。这位年轻的“老支
书”在岗 18 年，带领村民把一个地处偏僻的“烂摊子”
“穷苦湾”，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幸福湾”；村集
体经济从“负债”起步，一路增长到 6000 多万元，村民
人均纯收入突破 3 万元；昔日的“穷山恶水”，变成群众
小康路上的“金山银山”。

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靠的是柯小海带着大家一

步一脚印落实党的好政策。柯小海总结出“农村工作六
法”：路子不能偏、党员冲在前、群众利益记心间；敢担
当会负责、大河有水小河满、干干净净廉为先。

时间的指针倒转回世纪之交。因古时村北长有一
棵娑罗树而得名的索洛湾，远没有村名那般浪漫。山
大沟深、交通闭塞、缺吃少穿，村民人均收入不足 400
元，十多年没出过一个高中生。如此光景，让在外经商
的柯小海的“回归”显得颇为另类。

“当时我回来参选村干部，大家是带着‘试一试’的
眼神把我选出来的。”时过境迁，柯小海仍对 18 年前的
一幕记忆犹新。“为啥？大家对村子发展没信心，选谁都
一样，谁也干不好！”

“工作六法”，是被问题和实践倒逼出的探索。“要
赢回村民信任，党员就要冲锋在前，漂漂亮亮干几件
对路子的事！”上任伊始，柯小海经过调研，列出了索
洛湾长长的“问题清单”：学校四处漏风、村道坑坑洼
洼、村委会软弱涣散、缺产业致富无门……

找到了病灶，柯小海决定从新建学校校舍开始“开
处方”。可当时村里一穷二白，村集体负债累累。没钱！
他发动党员带头垫资垫物，自己当起小工和村民们没

日没夜一起干。46 天之后，一所拥有 10 间宽敞明亮大
瓦房的新校舍拔地而起。

自此，发现村民们看他的眼神变了。有人对他竖起
大拇指：“你这娃，干工作还可以！”柯小海感慨道：“支
部是堡垒，党员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只要心里装着党，
想着要带群众去致富，这条路，就走不偏！”

在不少人看来，柯小海脑子活络，认准了方向敢于
担当负责、敢为人先。2003 年，黄陵矿业公司 2 号煤矿
落户索洛湾，每天前来运煤的车辆络绎不绝。柯小海敏
锐地嗅到商机，发动群众以“支部牵头、企业管理、村民
参股、市场运作”的方式，修建一座大型停车场，第一年
就给村集体带来了 100 多万元的收入。

帮助村民贷款建起蔬菜大棚，承揽矿业公司的工
程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成立车队跑运输，建起仿古一
条街发展乡村旅游……柯小海干的，都是过去索洛湾
人不敢想、没干过的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转身
成了“股民”：村党支部定下规矩，村里的项目，都按照
一定比例留够集体的、余下的给村民分红。村民还可以
将自己的资产和资源折合成股份加入村集体经济，作
为分红收益的本金。

多年来，索洛湾村累计为村民分红 3000 多万
元，人均分红逾 15 万元。除了年底分红的“真金白
银”，村里还为每户村民免费配发电视机、冰箱和电
脑，代缴养老金、医保金，每两年组织全体村民外出
观光。平日里，面粉、肉蛋、西瓜，甚至一卷抽纸，都在
村集体给索洛湾人发的“福利红包”里。

如今的索洛湾村换了模样：村里建有停车场、小
吃街、采摘园，拥有土特产深加工、运输、旅游等 5 家
公司，几乎家家户户有私家车。村里今年新开发的峡
谷寨景区，已经迎来 63 万游客，200 多位村民吃上
了旅游饭……

“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会经常把干部放上去称
一称。”当了近 20 年的村支书，柯小海不拿不占，还
为村子发展自掏腰包 100 多万元。村集体收入多
少、开支多少、钱往哪儿花，都由村委会召集村民代
表讨论决定。小到生活用品发放，大到工程项目上
马，都有村民参与其中。

柯小海说，他忘不了自己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
的情形，“那是我永远的初心和动力所在。”
(记者孙波、沈虹冰、陈晨)新华社西安 11 月 18 日电

“只要心里装着党，想着带群众致富，这路就走不偏”
一位年轻“老支书”的“基层工作六法”

建瓯精准施策

解决深度贫困

左图：11 月 15 日，建瓯市徐墩镇贫困户潘小英(前)在一家根雕厂加工茶盘。在结对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她找到了脱贫
致富门路。

右图：11 月 15 日，建瓯市扶贫办工作人员（右一）和镇纪委干部（右二）在贫困户谢拾俤家中核实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近年来，福建省建瓯市在脱贫攻坚中想方设法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目前，全市深度贫困家庭 124 户，户户有党员干部结
对帮扶。通过医疗救助、商业保险、土地托管、兜底保障等措施，纪检、民政、扶贫等部门全程跟踪，确保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逐步致富。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从喀喇昆仑山深处的大
同乡阿克托尕栏杆村村委会
出发，逆大同河而行约 6 公里
处，仅容一车通过的土路在此
画上句号。河道两旁，群山耸
峙 ，数十棵杏树和四间民居
“抱团”挤在山脚滨河的狭小空
地上。

“快进屋喝碗奶茶。”63 岁
的巴克居民·依力齐头戴黑绒
硬壳圆形高帽，倚着屋前的杏
树，向路过的记者招手。见有客
进门，妻子合尼祖比格木·拉西
卡尔连忙往火炉里加了一把木
柴，炭火烧得更旺。帕米尔高原
的寒气和凉风，被牢牢地挡在
了室外。

“这个嘛，是我的旧房子，
一年只住几个月。”巴克居民打
开了话匣，“其他时间，我们都
住在新村”。他口中的新村，建
在全乡最大的可利用连片空地
上，占地 165 亩，是当地政府为
高度分散居住的 52 户贫困家
庭提供的搬迁安置点。

大同乡位于新疆塔什库尔
干塔吉克自治县，地处喀喇昆
仑山区，距离县城约 190 公里。

今年 9 月，从乡里到县城的柏油路通了，路过新村，巴
克居民第一次可以在家门口坐汽车舒坦地去县城。

尽管世居深山，巴克居民却很快适应了新村的
生活，他的小儿子还在新村开起了商店，家中又多
了一份收入。“明年开春后，政府会帮忙把棚圈修
好，我还要把 15 只羊都带过去。”他越说越起劲。

谈笑间，合尼祖比格木端着奶茶、杏仁、胡萝卜
炖牦牛肉、馕过来，摆放在炕上。“要是再晚两天，我
们就回新房子，都碰不上面了。”夫妻俩边打趣边忙
着分汤匙。由于家中的 8 亩耕地、牧场仍在旧址附
近。今年，巴克居民和妻子选择在小麦播种、收割的
季节回到这里。

但在他所列的年收入计划中，并不包括堆放在
库房的 11 袋小麦。“小麦主要是口粮，”巴克居民喝
下一口奶茶，掰着指头，“草场补贴每年 9000 元、地
里补贴 1000 元，还有 6 头牦牛，看病有了新型农牧
区合作医疗。”再加上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工资性
月收入 2600 元，可以确定的是，贫困将不再是以后
生活上的“拦路虎”。

对与大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巴克居民来说，回
到旧址劳动，更像是一场和季节的约定。

大同乡党委书记张国碧介绍，全乡有贫困户
318 户，通过采取易地搬迁、改善基础设施等多种措
施，截至目前已脱贫 153 户，2019 年将摘掉贫困帽，
“这个冬天，我们还要组织村民学习培训，让大伙都
想着往好日子奔。” (记者胡虎虎)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11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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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上你的山，恋上你的沟，热辣辣地恋着这片土。
左手种希望，右手摘幸福，信天游里的故事唱响平凡醇
厚……”一阵高亢嘹亮的民歌声从延安市安塞区冯家营
民俗文化村的展览室飘出，融入陕北的天地，恣肆淋漓。

唱歌的姑娘叫周飞燕，这首《腰鼓山》是她创作的
民歌。今年 34 岁的周飞燕也是安塞区建华镇王龙塔村
的精准扶贫对象，因自小家境贫困，姊妹也多，高二就
辍学了。今年 4 月，她被区里安排到冯家营民俗文化村
做讲解员，经过 20 多天的培训，正式上岗了。

谈起陕北的农具、民俗和历史，周飞燕的讲解和她
的民歌一样，带着黄土地的情、兰花花的韵。

这个有着和王二妮一样好嗓音的姑娘过去的日子
过得并不美。结婚后，公公去世、婆婆体弱、丈夫重病，
加上两个孩子要上学，家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她一
个人身上。周飞燕带着孩子摆地摊卖玩具、卖衣服，做
保育员、厨师，甚至在农村过红白事中表演唱歌，而她
的民歌技艺，是在餐馆兼职卖酒的过程中练出来的。

“头几年，什么苦活都干过。我真的不知道作为一

个女人，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打击和艰难。”说到伤心
处，倔强的周飞燕两度落泪，“好在爷爷教会了我唱民
歌，那时我就经常通过唱民歌来排解生活的压力。”

2015 年，周飞燕一家被列为贫困户，在扶贫政策
的帮助下，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丈夫接受了大病救助，
婆婆的就医吃药问题得到解决，孩子上学也有了补助。

今年，她已经拿到政府安排的新安置房的钥匙。
经历了十几年的困顿之后，周飞燕终于过上了

体面的生活。延安市安塞区实施“文化兴旅”发展战
略，推动全域旅游，打造陕北文化名片，创办了冯家
营民俗文化村，主打陕北民俗表演。民俗村今年 5 月
开业以来，已经接待了 50 多万名游客，在带动周边
农村发展的同时，还提供了讲解员、保洁、保安、停车
场收费员、水电工等 10 多个公益性岗位，同时有
157 名贫困人员经过培训，进项目里就业和创业。

周飞燕和同是贫困户的魏娟娟上岗后穿起了正
装，学会了化妆和接待礼仪。“我现在白天在文化村当
讲解员，晚上在民俗村的民歌展区登台唱民歌，月收

入有两三千元。”周飞燕说，“我真的没想到自己的
爱好能让家里脱贫过上新生活。现在我工作虽累，
但心情舒畅，每次回家都要和爷爷唱上几曲，唱对
新生活的赞美，唱对党的政策的感激。”

陕北姑娘俏，山里百灵俊。看到唱民歌开启了新
的大门，为了给家人攒下更好的生活，周飞燕开始苦
练技艺，只要区里有免费的培训就积极参加，甚至溜
进高级民歌培训班“偷学”，她还开始把自己创作的
新词填到了民歌中，唱给游客听。

“我心中有个大舞台！”周飞燕说。
“你的大舞台是哪里呢？是歌舞剧院还是电视

台？”记者问道。
“我的大舞台就在安塞，在我的家乡！”这个直

率、质朴的陕北姑娘一脸自豪地说。她已经计划好，
来年要利用政府的帮扶政策，开一间小超市，和丈夫
一起打理，联系其他贫困户提供货源，就卖陕北的特
产。“一边脱贫致富，一边唱美好新生活。”周飞燕说。

(记者孙波、沈虹冰、陈晨)新华社西安电

贫困户讲解员心中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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