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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电(记者陈天湖、谢佼)寒冬时节，赤水河畔，夕阳西斜；
穿行乌蒙山深处的四川省古蔺县永乐镇麻柳滩村，在被誉为“脱贫树”的
甜橙林旁，唱腔嘹亮，锣鼓齐响。记者偶遇“花灯”队正在村头即兴表演：

“黄粱美梦嘛醒几场哟喂，麻柳还是原来样。百姓天天都在望，脱贫攻
坚谁帮忙——— ”表演者们手提花灯，衣着鲜艳，被称为“灯首”的主角不需
扩音器，四川话嗓门清亮：“党的干部作风强哟喂，攻坚克难如战场；如今
麻柳变了样，群众个个喜洋洋！”

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古蔺花灯”。它源自唐宋，以灯起
舞，伴以念唱，在四川、贵州交界的赤水河流域流传上千年。当地农民从农
历正月初二“起灯”，走村串户庆春，花灯到寓意“喜气”到，人人争迎。

过年还早，怎么就“起灯”了？

“花灯唱了千年，过年求喜气，越求越穷志越短。共产党如今带领我们
麻柳滩奋斗脱贫，天天有喜气，天天都要唱。这也是乌蒙山区老乡的共同
心愿，我们想富一百年！”45 岁“灯首”、非遗传承人谢建刚解释说。

唱腔在甜橙树上萦绕，唱词已不复旧日模样。曾记得：“麻柳滩麻柳滩，脚下
是泥巴，吃水要望天。好个白杨坡，光棍一抹多，小的三十几，老的七十多……”

村里贫困户赵福江，因病致贫，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让他住上新房。村
干部送来甜橙苗，他不仅种了 13 亩果园，还娶上了媳妇。

甜橙是当地苦干加巧干的见证。赤水河流域地处北纬 28 度区域，干
热河谷气候让水果甘甜、美酒飘香。古蔺县瞄准了甜橙产业，引导村民种
下 2000 多亩甜橙，成立村集体农业公司，对口帮扶的国开行在网上众筹
发起“甜橙爱心银行——— 甜橙认养计划”。很快，甜橙形成了特色产业，

2017 年麻柳滩村成功脱贫，2018 年村里人均收入预计将达到 1 . 3 万元！
“幺妹儿不图车，幺妹儿不图房，看中你孝敬爹和娘，现在国家政策好，

白天辛苦夜沾光……”耳边一段“幺妹儿曲”，路边幺妹儿已笑得像朵花。
麻柳滩村是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 乌蒙片区众多贫困村之一，也

是“古蔺花灯”大本营，村里人大多能哼唱。当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三进古
蔺，当地彝族、苗族等各族百姓当向导、救伤员、跳花灯，为助力红军北上
倾其所有。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中，永乐镇党委政府顺势恢复组建花灯队，
借农村文娱之机，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乡村新风。

亲历脱贫攻坚新变化，新唱词像乌蒙山泉水一样在农民心中流淌。
“‘花灯’讲究看见啥子唱啥子。”谢建刚唱道，“好生活就在喉咙口，不

唱出来我难受。大家摸心再自问啊，不跟党走跟谁走？”

“好生活就在喉咙口……不跟党走跟谁走”
村里脱贫了！四川千年“花灯之乡”今年花灯“起灯”早

每周一晚八点，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石让村村委会的
会议室内就坐满了村民，除了固定观看扶贫夜校节目，村民们还期待羊
书记教他们唱歌。

羊书记名叫羊波，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扶贫办主任科员，现在担任
新政镇石让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每当扶贫夜校结束后，他就会
抬出一块一人多高的宣传板，上面写满了歌词歌谱，带着村民唱歌。

“脚下河水两岸边，新政扶贫在攻坚，干部群众肩并肩咧肩并肩，誓
把贫困全部歼。”歌词简单，朗朗上口。

2016 年，羊波来到石让村驻村工作，一来就感受到了扶贫的艰巨性，
“瓜菜种植慢，别的村都在收瓜菜了，我们这里还没有种，看到这个情况，就
比较急。”羊波回忆说。当时的石让村有近 60 户贫困户，羊波发动大家搞
特色种植养殖，争取早日脱贫。石让村党支部副书记高大卿介绍说，两
年来，村里的贫困户几乎都种了黄秋葵，还养了大鹅。

除了发展产业，怎么把党的扶贫政策宣传到位，让老百姓入脑入心，
是羊波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羊波说：“除了进村入户进行宣讲，开展扶贫
夜校，打横幅标语外，我自己喜欢民歌，也想试试利用民歌进行宣传。”

说干就干。羊波找到了县里退休老干部符大文，两人一拍即合，编
写了一曲精准扶贫歌。2016 年 12 月，羊波开始教村民们唱歌，“他们非
常乐意听，很容易就接受了”。羊波慢慢发现，老百姓不仅喜欢看文艺表
演，更喜欢参与其中，春节村里搞晚会，老百姓也踊跃上台。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丰富的文化活动还无形中影响着老
百姓的思想观念。村民高扬展身体不好，又独身一人，8 亩多田撂荒了
五六年，也经常喝酒，在羊波的带领下，每次都积极参与唱歌等文艺活
动，不仅把酒戒掉了，也种起了黄秋葵。

“黎苗欢歌舞蹁跹，和谐新政面貌新。”如今的石让村到处是一片忙
碌的景象，整村脱贫在望。 (记者杨冠宇)新华社海口 12 月 6 日电

羊书记的“扶贫歌”

王喜玲是陕西省扶风县第一个主动退出贫困户的人。任谁也想不
到，这个在几年前还被认为“日子难过”的农村妇女，在遭受苦难和打击
后，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打了个漂亮的“生活翻身仗”。

在扶风县召公镇吴家村，几乎每一位村民都知道这个勤劳女人遭遇
的不幸：2011 年，她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为了给她治病，家里把还没出栏
的二百多头猪全卖了，即使这样，还是欠下了十多万元的外债。为了早点
儿还上债务，丈夫开始没日没夜跑运输，眼见日子马上就有起色，一场突
如其来的车祸却夺走了丈夫的生命。

就在她最无助的时候，2014 年，她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村支书
孙宏儒对她说：“党和政府一定会帮你，但要完全站起来，还得要靠自
己。”“你放心，我三年之后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王喜玲立下了“军令
状”，开启了自强自立、脱贫致富的生活“三级跳”。

王喜玲看到不少贫困户依靠种植苗木脱贫后，有了自己的想法。“每亩
地种上上万棵苗木，获利两万多元不成问题。先把债还上，才能心安。”她说。

帮扶干部积极帮她争取了 8 万元贴息贷款，王喜玲把承包的 5 亩土
地全部栽上了白皮松和樱花树苗。然而，苗木长成需要时间，欠下的债务却
时时压在心头。王喜玲发现种植苗木的农户越来越多，于是她开始做起苗木
“经纪人”。每天骑着摩托车寻找客户确实比较辛苦。“有一次骑摩托车摔倒
了，门牙磕掉两颗，手也摔破了。”王喜玲说。

最让王喜玲引以为豪的，是自己靠抓阄拿到了价值 10 万元的苗木
订单，她说自己“运气太好”。不过，良好的信誉才是她能获得源源不断
订单的根本原因，只要接了订单，哪怕是赔钱也得把苗木运到，这为她
赢得了不少客户的信任。

为了带动更多乡亲脱贫致富，2014 年，王喜玲和几户村民成立了苗木
专业合作社，先后吸纳 43 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通过资金、土地入股和基地
务工等形式，带动 30 多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

2016 年 11 月，王喜玲还清了债务，并向村委会递交了申请，主动退
出贫困户，成为全县“主动退贫第一人”。如今，王喜玲家建起了新房，买
了小汽车，又承包了 200 多亩土地种植苗木。她说：“我打算做电商销
售，咱也要与时俱进嘛！”

今年 10 月 17 日，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首场脱贫攻坚先进事
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王喜玲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成为陕西省这
个奖项唯一获得者。 (记者郭强、刘彤)据新华社西安电

王喜玲的“三级跳”

建档立卡贫困户变身扶贫厂长
11 月 30 日上午，江西省贵溪市塘湾镇佳欣毛绒玩具加工厂，厂

长崔学军正麻利地把整袋的玩具成品扎捆、打包，发往外地。
“今年的生意不错，销售额接近 2000 万。就刚才还接了一位义乌

国际商贸城老板的电话，说明年会继续增加订单。”崔学军一边忙活，
一边给工人们通报好消息。那干练而自信的眼神，任谁也想像不到：两
年前，左腿残疾的他还是一名艰难谋生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多亏了党的扶贫政策，不然我再怎样也走不到今天。”谈到自己的创
业经历，崔学军总是把政府的精准扶贫政策挂在嘴上。自小犯小儿麻痹的
他，学过裁缝，到制衣厂打过工，但生活过得十分艰苦。2016 年被列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后，政府帮扶措施让他有了创业的信心。

2017 年初，贵溪市扶贫办为激励贫困户创业，举办了来料加工经纪
人培训班，崔学军果断报名参加。在浙江义乌实地学习时，熟悉裁缝业
务的崔学军对毛绒玩具加工产生了兴趣。这一行业近年出口量逐年增
加，市场前景看好，而且来料加工就业门槛低，正好适合家乡农村富余
劳力。

回家后，崔学军向扶贫干部吐露想办毛绒玩具加工厂，得到了扶贫
干部的大力支持，积极帮助他筹集资金，并在塘湾镇创业孵化基地给他
寻得 6 间店面作为加工厂房，免房租、水电费给他使用。不到一个月，以
崔学军女儿名字命名的佳欣毛绒玩具加工厂正式开业，镇扶贫干部主动

帮他四处联系订单。
由于崔学军业务熟练，做工严谨细致，产品质量把关严格，再加上帮

扶干部担保，订单源源不断从江浙沿海地区发来，6 个车间很快满足不了
加工需求。崔学军开始采用合作模式在各村设立加工点，利用农村劳动
力优势帮助自己消化订单。目前，佳欣玩具厂已设置加工点 43 个，遍布
塘湾及邻近的 6 个乡镇的 46 个村组，工人总数达 500 多人，年销售额达
1660 余万元，每年为工人发放工资 320 余万元，崔学军由一个贫困户变
成了远近闻名的“小老板”。

在政府的帮助下，崔学军算是走出了困境。但翻身不能忘本，崔学
军把援手伸向了与他曾经一样贫困的乡亲。佳欣玩具厂优先录用贫困
户、残疾人和留守妇女务工，优先为他们提供技术指导。

60 岁的席水花正在往加工好的毛绒玩具里填塞海绵，犯有眼疾的
她在此一个月可以赚上 1000 多元。贫困户吴火连年近七旬，是塘湾镇
山杭村人，丈夫去世，儿子身患残疾。崔学军了解情况后，主动把她纳入
设在村里的加工点上班，让她从事最轻的海绵充塞工作，每月收入 1500
多元。“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这么大年纪还能赚钱，这些工资让我一家
人生活都得到改善。”吴火连说。截至目前，仅塘湾镇就有 28 名贫困户
和 43 名残疾人在崔学军的佳欣玩具厂务工。今年 11 月，崔学军被贵溪
市授予“全市脱贫之星”。 (彭建兵)

▲ 12 月 4 日，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勐根村老达保寨的村民在表演“快乐拉祜”民族歌舞。

近年来，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结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实际，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各类项目资
金的整合力度，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2015 年至 2018 年 9 月，全县到位和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65 . 32 亿元，
全面实施产业发展战略，着力发展茶叶、畜牧、蔗糖、冬早蔬菜等传统产业，并培育林业经济、热带水果、香料、乡村休
闲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进一步完善产业扶持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多元化农业产业
发展模式。同时，当地抓实民族文化扶贫，着力打造“快乐拉祜”等文化品牌，依靠自身优势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
扶贫之路，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

拉祜唱响

脱贫歌

新华社长沙 12 月 6 日电(记者阳建)冬意渐浓，三湘大地时晴时雨。
见到李明光时，他正在寒风中照顾刚生完宝宝的兔妈妈，给 5 天前出生的
兔宝们喂食。“天气冷也要干活，养好一只母兔每年可带来 1000 元收入。”
李明光说。

有着四级伤残的他养兔子还不到一年，完全是靠自学，为的是要好好
争口气，在贫困户“星级创建”中多拿几颗星。

53 岁的李明光出生于湖南株洲县古岳峰镇白壁村，小时候因患骨头
结核引起脊柱变形，五六年前又患上肺气肿。由于身体残疾，又要照顾年
老的母亲，本是贫困户的李明光一度消极懒散。在今年一季度株洲县脱贫
立志评星中，他只拿了 3 颗星，而别人拿了八九颗星，心里很不是滋味。

“过去，无所事事，就打打牌，好吃懒做。心想没有吃的，反正国家会
给。”李明光回忆起一季度贫困户评星时的场景，脸上露出了不好意思的
表情。

原来，为了激发贫困户立志脱贫的内生动力，株洲县今年初探索实施
“脱贫立志、星级创建”机制，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从爱党爱国、诚
信守法、团结友善、感恩怀德、清洁卫生、重教好学、勤俭持家、孝老爱亲、
勤劳上进和创业致富 10 个方面，对贫困户的现实表现评星定级。

评星机制由贫困户自评、村组群众评议、结对帮扶干部鉴定构成，分
季度进行，对获 7 颗星以上的贫困户授牌表彰，对得星进步显著、主动要

求脱贫摘帽等典型集中宣传。同时，将政府以往平均分配的奖补资金与评
星挂钩，得星越多，奖励越高，帮扶越大。

村里公示牌上的 3 颗星，激起了李明光的斗志。二季度以来，李明光
白天到村里工厂打工，下班后回家养兔、养鸡；除了搞好家里卫生，还参与
村里公益事务……很快，他的勤劳、热心得到了大家认可，在二、三季度评
比中拿到了 6 颗星。

“别人得星多，自己得星少，说明很多地方没做好。评星不只是多拿点
奖补，还关系人的志气和成就感，我要争取在第四季度拿 10 颗星。”李明
光指着评星手册对记者说。

“公开的评星，实实在在地激发了李明光的脱贫斗志。”白壁村扶贫专
干曹香莲说，统计李明光所有劳动收入，预计今年保底能挣 3 万元，可顺
利脱贫。

扶贫，贵在扶志，难在扶志。特别是当前脱贫攻坚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形成长效脱贫机制，已成为各地脱贫攻坚中的一大困
惑。记者走访发现，这种“用星”说话的创新机制，将贫困户现实表现与“面
子”“票子”有机挂钩，催生了良好的扶志效应，营造了争相脱贫的良好氛
围。

扶志，首要解决的就是找准“失志”的病灶、“有志”的表现。评星机制
通过把贫困户的现实表现具体化，扶贫干部将过去做思想工作转变为有

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实现了“靶向帮扶”。
株洲县扶贫办主任周铁刚说，差异化的精神物质激励，打破了扶贫奖

补资金“吃平均粮”的格局，有效抓住了贫困户的关注点，推动了内生动力
培育由虚到实的转变。“公开评星，使他们在比较中看到差距、感知荣辱，
增强了积极向上的行动自觉。”

贫困户胡桂兰，一季度自评 8 颗星，但最终只拿到 4 颗星。“她平时打
牌，不讲卫生……”一名参与评议的村民说。评星结果出来后，胡桂兰意识
到自己的不足，一点点改进，第三季度拿到了 9 颗星。

“以前，贫困户‘等靠要’思想浓，等着我们带东西上门。现在有了星级
评比，奖补资金一清二楚，脱贫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扶贫干部毛伟湘
说，以前是贫困户单向评价帮扶干部的工作，不时出现不配合帮扶的情
况，如今帮扶干部也可以评价贫困户，督促他们严格规范自身行为，实现
了相互督促、共同发力。

为了做到“脱贫不脱政策”，评星机制也在脱贫户中推行。因病致贫的
刘桂钦在 2015 年脱贫，家里挂着 9 颗星的奖牌。“我要扩大养鸡养鸭规
模，争取早日拿到 10 颗星。”

“要让贫困户小康考试一次性通过。”株洲县委书记罗绍昀说，当地计
划将连续获得 9-10 颗星的稳定脱贫户转为“自强户”，既脱贫又立志，让
脱贫斗志入脑入心，确保扶贫扶志形成长效。

湖南株洲县：用“星”说话，“靶向帮扶”促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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