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4 元 每月 23.8 元 年价 285.6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 、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 、13901102545

2018 年 12 月 8 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刘梦妮

4 版

新华社南宁 12 月 7 日电(记者何伟)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
领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用“绣花”功夫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2100 万减少到 2017 年的 267
万，贫困发生率由 70% 下降到 5 . 7%。

50 多万党员干部奋战在脱

贫攻坚一线

广西集“老、少、边、山、库”于一身，是
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广大党员干
部投入一线全力以赴帮扶，贫困群众努力
脱贫致富奔小康，全自治区贫困人口大幅
下降，贫困地区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30 多年前，田阳县那坡镇尚兴村原党
支部书记莫文珍带领全村群众用 8 年时间
将 14 个自然屯、220 户 1300 多人从“九分
石头一分土”的大山深处搬迁出来，在几十
座荒坡上种植芒果，发展副业、输出劳务，
使尚兴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移民新村。去年
全村仅芒果产业实现收入近千万元，村民
人均纯收入 8520 元。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
莫文珍主动报名参加新时代讲习所，培训
村民科学种植、管护芒果技术，带动更多贫
困户脱贫致富。

作为粤桂两省区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
人培训基地负责人，潘健章在广西上林县

探索“致富带头人培育跟着产业培育走”的
“双培”扶贫模式，在贫困村培育出一批创
业致富带头人。“跟着带头人，致富有盼头。
我家靠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和务工收入一
年收益近 5 万元，日子越来越红火。”上林
县澄泰乡大坡村贫困户苏益坚说。

曾任南宁市邕宁区百济镇新平村第一
书记的杨修凯带领村民建立合作社、发展
集体经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一
穷二白”的贫困村短短两年就实现脱贫摘
帽；被称为新时代“愚公”的灌阳县西山瑶
族乡罗家村退伍军人刘继忠 40 多年义务

开山修路，为群众铺就“幸福路”；博白县江
宁镇长江村养羊协会党支部书记刘入源身
残志坚、自强不息，靠养羊带动 370 多户贫
困户脱贫致富……

自治区扶贫办负责人说，截至目前，广
西共安排 52 . 3 万名党员干部开展结对帮
扶，选派 5000 多名第一书记和 3 . 5 万名
工作队员进驻贫困村。

持续传承扶贫“接力棒”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广西组

织大约 25 万人进村入户，创新运用“一进
二看三算四比五议”办法，对照标准逐户逐
项评估打分，并将大数据引入精准识别工
作，共识别出 634 万贫困人口并全部建档
立卡。精准识别为接下来的精准帮扶创造
了条件。

融水苗族自治县大浪镇大德村是深度
贫困村。今年 3 月，来自中国铁路南宁局集
团有限公司柳州机务段的吴李东接过前任
第一书记的扶贫“接力棒”。他一上任就开
展产业普查，扩大扶贫产业规模，通过育苗
带动周边村屯种植指天椒 400 亩；支持一
名返乡青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 31
户贫困户参与林下养鸡、养鹅；引进公司与
村民合作，种植优质红薯 120 亩，养殖 425
头黑香猪。“现在大德村扶贫产业已覆盖所
有贫困户，计划今年整村脱贫摘帽。”44 岁
的吴李东说。

自治区扶贫办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杨
宏博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全面推进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2012 至 2017 年累计减
少贫困人口 709 万人，年均减贫 118 万人。
这与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打好产业扶
贫、易地扶贫搬迁、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仗”
密不可分。近两年来，通过发展产业一项就
带动 100 多万人脱贫。

在广西融安县，昔日荒山荒坡种上
香杉，成了助力群众脱贫的“生态银行”。
“政府每亩给造林和抚育补贴 800 元，不
用另外投入资金，这两年我家新种 60 多
亩香杉，成材后会有一大笔收入。”融安
县板榄镇麻江村贫困户向世秋说，种香
杉管护方便，他和爱人去年开始在一家
香杉加工企业工作，两人月收入共计
6000 元左右。

为解决“一方水土难养活一方人”问
题，广西 2016 至 2018 年计划搬迁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70 万人，截至今年 11 月底，
已搬迁入住 68 . 7 万人，搬迁入住率达
98 . 1%。崇左市龙州县下冻镇春秀村贫
困户蒙彩桃一家 4 口被安置到县城附近
的城南幸福家园小区，去年 2 月，她在政
府帮助下，进入龙州北部湾现代农业公
司工作，现在每月能拿到 3200 元工资。
2017 年，蒙彩桃一家顺利脱贫摘帽。

“红黑榜”制度严防“数字

脱贫”

龙州县去年减贫 3 . 7 万多人，贫困
发生率降至 1 . 91%。今年 8 月，这个县
正式脱贫摘帽，成为广西首个脱贫摘帽
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截至目前，
广西已实现 1999 个贫困村、11 个贫困
县摘帽。

广西对照国家“两不愁三保障”标
准，从严从实开展监督考核，建立督查暗
访、协调和通报“三项制度”。2016 年 7
月开始，广西成立两个脱贫攻坚督查组，
每周定期开展督查暗访，并进行“红黑
榜”通报。两年多来，数十个单位和县
(市、区)被“黑榜”通报。

“在脱贫验收时，对贫困户脱贫实行
‘双认定’，要求贫困户户主、验收工作队
员及帮扶联系人共同签字确认，防止‘被
脱贫’和数字脱贫。”自治区扶贫办有关
负责人说。

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16 年广西
111 万贫困人口脱贫，脱贫人数排全国
第一位；2017 年，广西减少贫困人口 95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5 . 7%。在国家
组织开展的 2016 年、2017 年省级党委
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广西
连续两年获得“综合评价好”等次。

奋力书写壮乡反贫困历史新篇章
广西干部群众接续奋斗脱贫攻坚观察

▲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三只羊乡上远村常流屯至龙门屯公路建设现场，扶贫帮扶
单位干部职工和当地群众一起凿石修路(2016 年 11 月 10 日摄)。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辉煌 60 年

壮美新广西

“杨大哥，在家吗？”爬了一段缓坡，还没
到杨大恩家门口，驻村第一书记杨远忠就
远远地喊了一嗓子，嗓门很高，嗓音很亮。

杨远忠今年 52 岁，是陕西安康市紫阳
县残联副理事长，2014 年他被选派到紫阳
县蒿坪镇双胜村当驻村第一书记，因为常
在田间地头给群众唱民歌，又被当地人称
为“山歌书记”。

位于陕西南部秦巴山区的紫阳县贫困
程 度 很 深 ，全 县 的 贫 困 发 生 率 达 到
30 . 6% 。当地人常用“紫阳一根桩，关中一
栋房”形容这里建设和发展的艰难。

杨大恩一家有多人残疾，是杨远忠的
重点帮扶对象，刚坐下，杨远忠就询问起这
家人的近况。别看如今老杨一家跟杨远忠
如此亲密，可刚来时，杨远忠也曾经“热脸
蛋贴了个冷屁股”。

“以前有的干部从我家门口过，我喊人
家，人家耳朵像掉了一样，头都不回。”杨大
恩的老伴儿王庆兰说，“我们就认为这新来
的干部肯定也架子大，所以我们也不搭理。”

对于刚刚驻村时的景象，杨远忠记忆
犹新，他说：“刚开始，村里人都不咋理我，
有时候到老乡家里了解情况，你刚坐下，人
家起身就走，把人打击得不行。”

在驻村之初，吃了多次闭门羹后，杨远
忠发现，比谋划发展更难的是首先让乡亲
们接受自己这个“外人”。他说：“那时候我
就想，既然说话没人听，不如用唱的，还要
唱大伙儿喜欢听的。”

在紫阳，人人会唱民歌，而且唱歌时大
家伙儿的声音暖，眼神喜悦，感觉很亲近。

这个打小扯着父亲衣襟学唱民歌的第一书
记决定开始“以歌交心”。在一次村里举行
的晚会上，杨远忠自告奋勇上台，唱了一首

紫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哎呀，你是
没看到，唱完了都给我鼓掌，让我再唱一首
呢。”杨远忠说。

这次公开演出让村民们慢慢接受了这
个新来的第一书记。“走在村里，大家见我
开始打招呼了，后来再去老乡家拜访，他们
还要留我吃饭呢。”

歌都是老歌，情可都是真情。杨远忠的真
诚开始让老乡们感动，他们不但主动配合工
作，还会和杨远忠一起筹划自家产业发展。

在和杨大恩一家商量后，杨远忠帮忙
给这家建了 3 亩茶园，养了两头猪，帮其大
儿子找了在村里当保洁员的工作，还修建
了家门口的水泥路，翻修了房屋。王庆兰高
兴地说：“现在茶园每年能收入 8000 多元，
我儿子当保洁员每月能收入 600 元，日子
真是慢慢好起来了。”

在省市县各级的帮助下，杨远忠和村
干部一起通过争取资金为村里引水架桥修
路，不断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带领群众成
立了茶叶和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组织
村里富余劳动力参加养殖、烹饪、月嫂、足
浴等技能培训，村里一些五保户和低保户
也有专人负责结对帮扶。双胜村的脱贫之
路越走越宽，并且已经在 2017 年整村退出
贫困村序列。

眼下，杨远忠还是忙得停不下来。针对
村里一些可能返贫的脱贫户，杨远忠会定
期上门拜访，并且找来专家一起入户查原
因，解难题，制定新的发展计划。因为村里
养殖的土鸡、黑猪供不应求，他也正谋划着
带领群众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增收创收。
“脱贫不是目的，要让群众稳得住、能致富
才行。生活好了，歌才会越唱越美。”杨远忠
说。(记者张斌)新华社西安 12 月 7 日电

一年前，吴长生走在村里，乡亲们会在
背后笑他傻：“拒当贫困户，错过了多少好
政策。”如今，大家见面了都夸他能干：“靠
自己本事脱贫致富，真不赖！”

吴长生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
旗阿力顺温都嘎查的农民，43 岁的他曾是
村里有名的勤快人，家里种了 78 亩地，还
买了一台收割机为村民收割玉米。2012
年，他在操作收割机时，右手不慎被切断，
丧失了劳动能力。

2014 年，吴长生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2015 年依靠产业扶贫政策脱贫。
2017 年底，由于吴长生家两个孩子上学开
支大，而且只有妻子一人有劳动能力，村民
代表大会经过民主评议，决定再将其确定
为贫困户。

然而会后，吴长生找到村支书和村主
任，提出不当贫困户。村支书劝他说，你手
残疾干活不方便，家里还有两个上学的孩
子要用钱，为啥不愿意当贫困户。吴长生
说：“我还年轻，虽然有残疾，但还能干活，
不想给政府增加负担，相信靠自己好好干，
也能过上好日子。”

吴长生提出不当贫困户不是心血来
潮，他琢磨出了适合自己的脱贫之路。“我
失去右手，地是种不成了，但可以搞养殖。”

2016 年，他贷款 5 万元，买了 4 头牛，经过
精心养殖，目前家中已有 16 头牛。

吴长生积极参加旗农牧业局组织的各
类种养殖培训班，不仅学会了科学养牛的
方法，还摸清了养羊致富的门道。“养牛收
益稳定，养羊来钱快。”吴长生为记者算起
了“牛羊账”：一头牛一年下一个牛犊，牛犊
最多卖 8000 元，一头成年母牛能换 10 只
小尾寒羊，一只羊一年可以下两三只羊羔，

10 只羊产 30 个羊羔，羊羔平均每只卖
500 元，能收入 1 . 5 万元，而且养羊的饲
料成本也比养牛低。

今年年初，吴长生用家中的 2 头牛
换了 20 多只小尾寒羊，做起了“羊老
大”。他将培训班上学到的养羊技能投入
实践，夏天舍饲，他根据羊不同生长阶段
的需求，将青贮饲料和精饲料配比成基
础饲料或营养提高饲料来喂羊。秋天庄
稼收割后，他将牛羊赶到农田中散养，地
里残存的秸秆可以让牛羊饱餐一段时
间，牛羊的粪便又是最好的肥料。

吴长生养羊养牛，妻子种地养鸡，忙
碌一年，家中迎来了大丰收。他们家第一
年养的羊卖出 15 只羊羔，因为羊羔养得
好，每只卖了 800 元，卖了 2 头牛犊收入
近 1 万元，23 只红公鸡卖了 1000 多元，
此外还有种地收入 2 万多元。

看到吴长生不当贫困户，靠自己的
本领脱贫致富，村民们都来找他学“致富
经”。这位“羊老大”表示，新的一年要扩
大羊群数量，形成规模化养殖。

阿力顺温都嘎查驻村第一书记白
乙拉说：“吴长生不仅是贫困户学习的
对象，也成了所有村民发展产业的榜
样。”阿力顺温都嘎查通过牛羊养殖、杂
粮杂豆种植，目前贫困发生率已降至
0 . 5% 。

2019 年，除了扩大养羊规模，吴长
生还有一件事要办：2016 年借的 5 万元
贷款到了还款的时候。当被问起还款有
没有压力时，他哈哈大笑道：“没啥压力，
拉出去 3 头大牛卖了，就够还钱了。”

(记者魏婧宇)
新华社呼和浩特 12 月 7 日电

“山歌书记”的致富歌 拒当贫困户的“羊老大”

 12 月 4 日，在丹寨县雅灰乡叮
咚村蛋鸭养殖基地，杨再恒在放养蛋
鸭。

今年 42 岁的杨再恒，是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雅灰乡叮
咚村的一名蛋鸭养殖户。2015 年，他通
过养羊和养鱼实现脱贫，尝到了养殖产
业增收的甜头。

杨再恒觉得一家脱贫不算脱贫，还
要带动大家一起脱贫致富。2017 年，杨
再恒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带领 6 个贫
困户成立了蛋鸭养殖专业合作社。目
前，该合作社年产鸭蛋 80 多万枚。

杨再恒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鸭司
令”后，周边村寨不少村民前来参观学
习。杨再恒信心满满地说：“今后还要继
续学习养殖技术，研究孵化技术，扩大
产业规模，和大家一起致富。”

新华社发(杨武魁摄)

“鸭司令”的致富梦

新华社石家庄
12 月 7 日电(记者
白明山)户外寒气
逼人，室内暖意浓
浓。在河北省邯郸
市肥乡区张庄村，
一排妇女坐在老织
布机上，手中的梭
子来回穿梭，五颜
六色的花布从手下
“流淌”出来。

48 岁袁建梅
是张庄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里地
少，学了织布的手
艺，现在在家一天
就 能 挣 6 0 多 元
呢。”袁建梅说。

肥乡区传统
棉纺织是河北南
部特有的文化遗
存，距今已有 700
年的历史，工艺繁
杂 ，图 案 具 有 特
色，其中张庄村土
布纺织最有代表
性。2008 年，张庄
“传 统 棉 纺 织 技
艺”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

让传统粗布身
价倍增的是肥乡区
张庄村传统棉合作
社理事长袁靖国，
他的合作社以张庄
村为生产基地，采取“合作社+农户”生
产模式，利用本身设备、技术、渠道等
方面的优势，与农户开展多种类型合
作。

袁靖国介绍，合作社以纯棉纱
为原料，采用纯手工制作，从采棉
纺线到上织布机，要经过 7 2 道工
序，2 2 种基本色线可变换出胡椒
眼、斜纹、鱼眼等千余种绚丽多彩
的图案，织出的布透气性好，式样
古朴大方。

一家村里的合作社，如何带动
周边村民致富？据袁靖国介绍，合作
社现在有三种模式：“打工模式”，由
合作社提供棉线、织布机器、织布技
术、工作场地，农户到固定场所加工
生产土织布，赚取加工费；“小农模
式”，农户经培训合格后，从合作社
购买棉线，利用自己家的织布设备
从事生产、销售活动；“租赁模式”，
农户在合作社从事生产，在支付一
定费用后，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带回
家自行销售。

如今，随着合作社发展，不仅传
统纺织技艺得以保护传承，还在脱贫
攻坚中发挥了作用。袁靖国说，村里
大都是留守妇女，学了纺织技术，她
们既照顾了家庭，也有了收入。据统
计，借力传统纺织技艺，当地 2000 多
农户走上致富路，400 余人实现了脱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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