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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11 月 27 日电(记者董振
国、何伟)被称为“地球癌症”的石漠化是我
国西南岩溶地区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之
一。广西石漠化地区涉及数十个县区，有近
一半贫困人口长期在此生活。近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全面实施石漠化
综合治理工程，统筹推进石漠化治理与脱
贫攻坚，从石头缝里“抠”出脱贫产业，带动
一大批群众脱贫致富。

秃山变青山 石山披“绿装”

都安瑶族自治县位于滇黔桂石漠化片
区，号称“石山王国”，人均耕地仅 0 . 7 亩，
是广西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之一。

初冬时节，记者乘车从都安县城出
发，在山坳里走了近两个小时，来到下坳
镇加文村，看到山上依然一片绿色，漫山
遍野种着核桃树、山葡萄等。56 岁的村民
蒙绍亲说：“10 年前山上都是光溜溜的，
一点绿色都没有，现在山上种了核桃树，
农民用上了电和煤气，也不再砍柴烧
了。”

“水在地下流，人在地上愁，禾苗田中
旱，吃水贵如油。”这是广西大石山区的生
动写照。喀斯特地区地表难以蓄水，加上一
度乱砍滥伐，许多地方山秃了，泉水、溪流
难觅踪影。

“大石山区自然条件恶劣，最大的障碍
是缺土缺水。”自治区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核桃树耐旱耐瘠耐寒，有利于恢复水源

涵养能力。
蒙绍亲说，政府支持发展核桃种植，

给予良种、有机肥和人工费等补贴，一棵
核桃树大约补贴 15 元。他家在荒山上种
有 3 亩核桃树，挂果后将是家里的“摇钱
树”。

石头缝里“抠”出脱贫致富产业

大石山区如何实施造林绿化发展生态
产业，让农民腰包鼓起来，是广西各级党
委、政府一直努力破解的难题。广西 2008

年开始实施以小流域为治理单元的石漠化
综合治理工程，开展“绿满八桂”造林绿化
等重大工程，探索出“猪—沼—果”等多种
生态农业治理模式、种养与培育后续产业
相结合的治理开发模式。

天峨县经过大规模植树造林，喀斯特
石漠化山区披上“绿装”。2017 年年底天峨
县森林覆盖率达 79 . 93%，土壤水源涵养能
力大大增强。天峨县委书记陆祥红说，好生
态成了天峨的金字招牌。在呵护绿水青山
的同时，还培育开发特色水果种植、林下养
殖等绿色产业，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

都安县下坳镇加八村第一书记覃清鸼
说，因为土地严重石漠化，过去村上没有产
业。通过大规模实施植树种草，不仅生态环
境好了，还发展起脱贫产业。目前村上通过
“贷牛还牛”模式养殖肉牛 48 头，种植核桃
1800 亩，山葡萄已挂果 200 亩，基本覆盖
全村所有贫困户。

近年来，大石山区大力实施退耕还林
还草。都安县创新推行生态种养模式，发展
“贷牛还牛”“贷羊还羊”等精准脱贫产业，
同时带出粮改饲、屠宰、加工、物流、冷链等
产业，探索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产销无缝
衔接的扶贫产业发展新路。

“贫困群众积极参与‘贷牛还牛’‘贷羊
还羊’和粮改饲等项目，一亩地的产值大为
提高。”河池市副市长、都安县委书记陈继
勇说，“人下山、果上山、羊入圈、药盖石、
水蓄柜、草绿地、土保持、民致富”措施，让

都安找到了治贫兼治石漠化的可行路
径。

“既是一场产业革命，也

是一场绿色革命”

位于典型石山区的马山县古零镇弄
拉屯，几十年坚持造林绿化，目前山上森
林茂密，生态环境良好，产业也发展起
来。

村民介绍，当地植被上世纪 50 年代
遭受严重破坏，60 年代村民开始栽竹种
果、移植中草药，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
“山顶林、山腰竹、山脚药果、地上粮桑”
立体生态发展模式。在外创业多年的李
荣光和村里几名党员商量，决定发展生
态旅游产业。

经过努力，弄拉生态旅游产业火起
来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弄拉旅游专
业合作社目前成员有 150 人。2007 年
弄拉屯村民人均收入不足 3 0 0 0 元，
2017 年达到 1 . 9 万多元。在外打工的年
轻人也纷纷返乡，成了弄拉景区的“上
班族”。

在广西石漠化片区，通过有效推进
石漠化治理和脱贫攻坚，林下经济、长寿
养生产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蓬勃发
展，部分地区石漠化得到遏制，促进了农
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这既是一场产
业革命，也是一场绿色革命。”自治区扶
贫办项目处处长邓妙宏说。

广西“石山王国”：从石头缝里“抠”出脱贫产业

仅仅两年时间，精准扶贫让土得“掉
渣”的土岭村，甩掉土气，尽展新颜。

平均海拔 1200 米的土岭村，是湖北
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高坪镇
大山深处的一个重点贫困村。

过去的土岭村有多“土”？一些村民
将其概括为：走路带泥巴、没事就打牌、
致富没门路、外人不愿来。

“原来出个门，洗个鞋子就一盆泥巴
水……”“过去有村民在外地打工找了女
朋友，带回来准备结婚，对方到村里看了
看，就再也不来了……”讲起以前村里的
“土”样，村民们记忆犹新。

现在，土岭村完全是一番全新的景
象。记者近日在村内走访发现，土岭村村
组公路全部硬化，实现组组通水泥路；不
仅如此，还组组通动力电，组组通光纤。

基础设施大变样、主导产业大发展、
集体经济大跨越、乡风文明大提升———
土岭村不“土”了。

不仅不“土”，还很“新”。在村里走走
看看，新气象随处可见。

在村民栗灯英的小卖铺里，分类陈
列着水果、饼干、油盐等物品。她告诉记
者，现在生活好了，村民买饮料、牛奶都
是一箱一箱地买，小卖铺的月均营业额
超过十万元。

就在小卖铺的玻璃门上，张贴着移动
支付二维码。“很多人都用手机支付，很方
便。”栗灯英说。

天还未黑，村委会前的文化活动广场
已经热闹起来，村民们陆续聚到这里，跳
起广场舞。

村民何兴莲家离文化活动广场有四
五里路，她和丈夫白天忙农活、家务活，晚
上丈夫骑摩托车载她过来跳舞。“以前没这
些，晚上看看电视啊，打打牌啊，八九点钟
就睡了，现在感觉村里热闹多了。”她的丈
夫卢祖清说。

从易迁小区到村委会，宽阔的主干
道，整齐的太阳能路灯，让人恍如置身城
市街区。“晚上一个人走路也不觉得害怕。”

易迁户彭双说。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葡萄成
为脱贫主导产业，走出大山，远销武汉、荆
州等地。武汉、荆州等地的游客也慕名来
到土岭村，住土苗民宿，沐清新山水。

在易迁小区旁，国家电网公司投资 80
万元为该村捐建的民宿旅游接待中心已
经破土动工。据国网恩施供电公司驻村扶
贫工作队队长郭金轩介绍，该中心将于
2019 年 6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届时土岭村
的旅游将迈上新台阶。 (记者谭元斌)

新华社武汉 11 月 27 日电

冬日的清晨，山间积雪尚未完全消
融，家住涵江村村尾的苏孝平便坐上农
用车去买羊了。若是在两年前，这一颇为
寻常的举动在村里可算得上“奇观”。

涵江村位于宁夏西吉县偏城乡一处
山沟之中，原名烂泥滩村，以前村如其
名，民房烂、道路烂，一遇雨雪天气，村里
的土路就成了泥滩，大人出不了村，小孩
上不了学，就连老人生病也难送医院。

“不仅房子、道路烂，村里经济发展
也十分萧条。由于缺乏产业，这里曾是远
近闻名的贫困村，多数人常年在外谋生，
留下来的也大多对生活没有盼头。”涵江
村驻村第一书记秦振邦说。

秦振邦至今记得，去年年初，他刚驻
村时挨家挨户走访，一谈发展，村民们便
唉声叹气，尤其是苏孝平，只顾坐在炕上
发呆，连眼皮都懒得抬。同行的村干部看
不过去，提醒说来的是第一书记，苏孝平
瞧了秦振邦一眼，表示“谁来都不顶事”。

“那时家里收入全靠地里种的一点
玉米和洋芋，日子苦得过不下去。秦书记
来时，我们正打算到新疆投奔亲戚去。”

苏孝平的妻子苏罕买道出了实情。

为了帮村民们早日脱贫，秦振邦考
察全村情况后，决定引导村民养殖肉牛，
发展出一个脱贫主导产业。然而，大部分
村民生活紧紧巴巴，根本没有购买基础
母牛的资金。于是，秦振邦一边协调银行
为村民发放小额贴息贷款，一边挨家挨
户做工作，给村民打气。

据村民们回忆，那段时间，秦振邦天
天在农田里、灶台边、家门口宣传扶贫政
策，讲授发展思路。而对于苏孝平，秦振邦
更是照顾有加。“我之前从没贷款养过牛，
心里也打鼓，秦书记就在我家炕上连住了

两晚，掰着指头帮我算账，投入、收益、风险算
得清清楚楚，我才决定试一试。”苏孝平说。

随后，银行按照一般养殖户 5 万元、
养殖示范户 10 万元的贷款额度，给村里
所有有劳动能力、有发展意愿的村民发放
了贷款，村民们陆续购进基础母牛进行养
殖繁育，下了公牛犊，便育肥卖掉还银行
贷款，下了母牛犊，便留在圈里扩大养殖
规模，就这样，全村肉牛存栏量从 80 多头
逐渐增加到 750 余头。

烂泥滩村养殖业发展起来的同时，各
种扶贫政策也向这里倾斜，去年 3 月到 11
月，烂泥滩村先后实施危房改造等多项惠
民工程，水泥路修到了村民家门口，自来
水、太阳能热水器、互联网也陆续进村入
户。不仅如此，烂泥滩村还成为福建省莆田
市涵江区的对口帮扶村，获得了涵江区 100
万元资金帮扶，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

近日，记者走访时看到，村道宽阔平
整，民房整洁气派，沿途牛羊圈、饲草垛、
农机等随处可见，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记者在村部采访时，好几拨村民前来找村
干部申请提高贷款额度，用以进一步扩大
养殖规模。“去年底，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6500
元，实现了整村脱贫，村容村貌、村民精神状
态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再叫‘烂泥滩’就
不合适了。”偏城乡副乡长闫霖说，今年初，村
子正式更名为“涵江村”，有感谢涵江区帮扶
的意思，而“烂泥滩”这个名字则成了历史。

如今，苏孝平家肉牛存栏量达到 15
头，年收入近 10 万元，不仅摆脱了贫困，
还盖起了新房、购置了农机，日子越过越
有滋味。“以后，我们再把羊养好，好日子还
在后头呢。”苏孝平笑着说。

(记者靳赫、温竞华、谢建雯)
据新华社银川 11 月 27 日电

土岭村不“土”了

烂泥滩村改名了

新华社成都 11 月 27 日电(记者周相
吉)秦巴山深处，剑门关下，“种子”下山的
故事在流传。故事的主人公——— 77 岁的赵
玉林，曾是一位身患残疾的贫困户，如今不
仅已走出贫困，还带领周边群众增收，让致
富的“种子”生根发芽。

在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柏垭乡井泉
村，记者日前见到了赵玉林。他虽然行走
不便，但精神矍铄。“我现在还有很多学
生呢，这些学生都是周边村民。”赵玉林
说。

老赵的房前屋后，长满了白芨、夏枯草
等中药材。“这些中药材，是我从山上‘请’下
来的。”赵玉林说，他在山上采集药材种子
和幼苗，再移植到村里，没想到也成了一条
脱贫致富的门路。

井泉村第一书记唐正兴告诉记者，几
年前，赵玉林和老伴因为肢体残疾，被定为
贫困户。但老赵并没有等靠要，而是自力更
生想办法脱贫。“我从电视上看到中药材价
格还可以，就想弄点中药材来种种。”老赵
说。

老赵决定种植白芨。但他一打听种苗
价格，倒吸了一口冷气。“种苗 2 元一株，一
亩地的种苗费估计得 2 万元左右，那是个
天文数字。”老赵说，虽然遇到困难，但他还
是要试一试。

赵玉林和老伴决定到山上找中药材种
子和幼苗。每年三月，秦巴山草木苍翠，也

正是不少草药“破土露苗”时节。几年前，老
赵和老伴背着竹篓，拿着小弯刀，一瘸一拐
地进入秦巴山密林之中。几天下来，他们只
找到极少的野生白芨苗。“那一年，我们挖
了很多车钱草幼苗。”老赵说，他们把车钱
草栽在了庄稼地里。

第二年，车钱草长势喜人。老赵满以
为能挣到“大钱”，结果车钱草长得太
大，根系深深地扎入地下。老赵和老伴
要费好大劲才能把车钱草连根拔起。
“我们体力不行，种车钱草还是不行。”
赵玉林说。

老赵铁了心，决定上山找野生白芨苗
和夏枯草苗。他带着水壶、干粮，进入森林
一找就是一天。“有时候一株白芨苗都找不
到，有时候能找到几株。”赵玉林说，由于野
生白芨苗稀少，他前些年每年都要进山寻
找种苗。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后几年里，赵玉林
在田边地角、房前屋后种满了白芨、夏枯
草。他及时为这些幼苗排水、除草、施肥、防
虫，果然获得丰收。

老赵把收获的种子收集起来，第二年
又育成苗，成片栽种。就像滚雪球一样，他
的药材种植规模从不足一亩发展到 3 亩
多。“前年，我卖中药材挣了 8000 元。”赵玉
林说。

柏垭乡党委书记熊丽蓉说，老赵在
移栽过程中，也得到驻村农技员母文松

的指导，并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而
老赵请“种子”下山的事也越传越广。
除了本地村民，还有外地村民来“取
经”。

2017 年，井泉村村民唐翠华在老赵
的带动下，种植了白艾、车钱草等中药
材，当年就挣了 2000 多元。“老赵脑壳
灵活，种中药材简单易学，挣钱还省
力。”

今年，井泉村流转了 150 亩土地用
于种植沙参和夏枯草。老赵把 3 亩地也
流转了出去，除了每亩每年有 300 元的
流转费外，每年他在中药材种植地里务
工，还有近 2 万元的收入。已经脱贫的赵
玉林说：“这样比自己种更合算，日子也
会越过越好！”

井泉村曾是柏垭乡最偏远的村，山
高沟深、土地贫瘠。全村 172 户农户，有
55 户贫困户，是剑阁县深度贫困村。熊
丽蓉说，精准扶贫以来，村子的面貌发
生了极大的改变：土坯房被小洋楼代
替，烂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荒地上种满
了中药材……如今，井泉村已成功脱
贫。

“这些变化离不开扶贫干部的艰辛
付出，更离不开国家的扶贫政策。”熊丽
蓉说，最关键的是，村里以赵玉林为代表
的贫困户不等不靠，这是他们过上好日
子的根本原因。

剑门关下，“种子”下山的故事在流传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瑶族群众在修建水渠（2011 年 8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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