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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寨屋檐下的大红灯笼迎风飘扬，屋内火塘上一
串串新熏的腊肉还在往下滴油……

17 日，地处武陵山脉腹地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处处张灯结彩、人头攒动，当地
的苗族老百姓们换上苗服盛装、打起苗鼓，等待一年一
度的产业“分红”。他们用这一特殊的方式欢庆苗族最
隆重的传统节日“苗年”。

国贫县花垣是“百里苗乡”，当地苗族同胞过苗年
的时间并不相同，通常在冬至到传统春节期间。“十八
洞村选在今天过苗年，因为今天是村里猕猴桃产业收

益金发放的日子。”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石登高告诉记
者，去年猕猴桃迎来挂果期产量大增，建档立卡户分红
从前年的人均 1000 元涨到了 1200 元，非建档立卡户
也从前年的人均 500 元涨到了 600 元。

“隆兴文！”“到！”“你们家的分红是 7200 元！来这
里签字领钱。”

“隆成忠！”“有！”“你们家的分红是 3600 元！”……
村民们在用大红绒布盖着的分红台前排起长长的

队伍，领到钱的村民站在一旁点着自己的分红款，笑逐
颜开。到村参观的游客也被这一喜悦的气氛感染，纷纷

举起手中的手机和相机拍照留念。
当日，村民们除了领取猕猴桃产业收益金外，参与

了去年十八洞村农旅合作社的村民还首次领到了各户
相应的入股保底金，村内 80 岁以上的老人还有 200 元
到 400 元不等的春节慰问金。没有入股猕猴桃和农旅
合作社的村民也分别领取了产业帮扶资金。

“为了保证和谐脱贫，我们在入股时将贫困户和非
贫困户都考虑进来，并规定非贫困户入股的金额不得
高于贫困户，这样在分红时，非贫困户也能得到一部
分。”石登高说。

在分红仪式进行的同时，部分村民还和游客一
起打糍粑、唱苗歌。直到下午三点多，才在村民施全
友家前坪摆起隆重的“长桌宴”。

十八洞村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在 5 年内，不
仅成功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还成为小康示范村，人均
年纯收入也从 2013 年的 1668 元增加到 2017 年底
的 10180 元。

“今年苗年非常开心！”施全友难掩激动的心情，
一连拍了 5 条视频发到朋友圈。

(记者张玉洁、薛宇舸)新华社长沙 1 月 17 日电

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苗年“分红忙”

面对从宁夏带回来的白萝卜，李克海欣喜地看到，
这片三年前被他形容为“偏僻荒凉”的土地，今天正孕
育着奇迹和希望。

作为福建宏达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
克海种了 20 年的萝卜，被誉为“萝卜大王”的他曾在福
建有着 5000 多亩的白萝卜种植基地，如今又选择了宁
夏。

一切源于 2016 年的那次考察。彼时正值闽宁对口
帮扶协作的第 20 个年头，李克海跟随福建援宁工作队
来到宁夏固原市三营镇鸦儿沟村。那是他第一次踏入
这片土地，比起新奇更多的是震惊，“到处坑坑洼洼，村
民在窑洞里生活，连喝水、洗澡都是问题。”李克海回
忆，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他至今仍记得有一户村民，
一家五口人靠着一块玉米地和一两头羊自给自足，全
家人一个月的花销不过 900 元。

思索再三，李克海决定到宁夏种萝卜。“当地有成
片荒废土地可以利用，白萝卜种植用工量又大，既可以
扩大种植，又能让当地百姓增收。”当年，一个占地

2000 多亩的白萝卜种植基地就正式建成，数百位本地
农民走入基地务工。

起初并不如预想得轻松，万事俱备后，水源却迟迟
不来。西北地区水资源紧缺，仅靠黄河水，无法满足种
植数千亩白萝卜所需的用水。李克海一筹莫展之际，福
州援宁干部和当地政府伸出援手，双方共同开通“绿色
通道”打井取水，帮助基地渡过难关。

虽然人生地不熟，但李克海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暖
心小插曲。如今，从福建到宁夏，2000 多公里的距离，
李克海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对于他来说，西北黄
土和东南海风有着同样熟悉的味道，而这块土地也没
有辜负他的付出。得益于高海拔和肥沃的土壤，当地产
出的萝卜不仅个头比福建的大，甜度也更胜一筹，在市
场上供不应求。“现在厂里的工人每个月工资都有四五
千元，加上土地流转的费用，轻轻松松就能实现脱贫。”
李克海说，随着种植规模一步步扩大，越来越多当地百
姓实现家门口致富。

村里一点一滴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如今，平整的

水泥路代替了原先坑坑洼洼的黄土地，喝水变得不再
困难，冬天多数人家不再挨冻……一根不起眼的白萝
卜，正撬动起乡村蒸蒸日上的未来。

比起村里的环境，更让他欣喜的是人的变化。李克
海说，初来时，当地部分村民有些排斥情绪，现在他们
关系越来越融洽。一件事让李克海印象深刻，十月底的
一个夜晚，气温只有零下五六度，一位村民连夜找到
他，一问才知道，只因为工资多发了十几块钱，村民执
意要退回。“那位村民说，我们已经帮他们挣了很多钱，
不能再额外多给。”李克海回忆道。

在他看来，自己与当地百姓的关系，并非简单的
“帮助”，而是互相成就。在福建，公司虽然掌握成熟的
技术，却苦于土地和劳力的限制，难以扩大经营，而宁
夏的种植基地刚好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在可以说是我
事业的巅峰。”李克海笑着说，下一步他将拓展白萝卜
深加工，并计划 10 年内在宁夏流转 50 万亩土地种植
白萝卜，通过跨越山海的闽宁协作，让更多人受益。

(记者吴剑锋)新华社福州 1 月 17 日电

跨越山海，“一根萝卜”连起的扶贫路

1 月 1 日，大雪纷飞。那天早上，53 岁的湖南涟源
市金石镇大湄村原村主任郭冠华不顾妻子的叮咛跑进
风雪中，“等我送完被子再回来喝蛋汤！”没想到，这成
了他和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

踩着积雪，郭冠华在帮本村五保户和低保户送棉
被的途中突然晕倒，不久就离开人世。4 天后，寒风细
雨中，全村村民扶棺送其最后一程……

“困难群众比我们更冷，必须马上全

部发放到位”

今年 53岁的郭冠华曾在工厂当过出纳，辞职后做了
点小生意，近几年夫妻俩一直在长沙从事批发生意。夫妻
俩举案齐眉，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日子过得衣食无忧。

“2014 年，我们邀请过郭冠华回家乡担任村干
部。”村支部书记曾小春说，“虽然老郭和妻子商量后当
时没答应，但他心里可能已有了回家乡的想法。”

2017 年初，曾小春再次代表村两委向郭冠华发出
回来参选村主任的邀请。6 月，郭冠华放下了手头的生
意回来参选，以高票当选村主任。

妻子曾立军起初是执意不同意丈夫回来当村干部
的，“公公当了几十年村干部，我知道当村干部很辛苦
的。”但感受到村民信任的郭冠华心情激动：“我希望和
父亲一样，能为村里做点贡献，为村民做点事。”于是，
曾立军慢慢转变态度，开始支持丈夫的工作。

2018 年底，湖南普降大雪，道路结冰。2019 年 1
月 1 日 8 点多，郭冠华接到曾小春电话，“一起去把救
灾棉被发放到 15 户五保户和低保户家中”。曾立军对
丈夫说：“天气这么冷，今天又是元旦，你就休息一天

吧。”郭冠华当即反对：“不行啊！困难群众比我们更冷，
必须马上全部发放到位。”

曾立军给丈夫煮了一碗面条、一碗蛋汤。但一接到
“棉被已到村级办公楼”的电话后，郭冠华来不及吃，就
和村支书曾小春、村干部郭纪明来到 66 岁的五保老人
郭均二家里送棉被。

老人不在家，郭冠华一手抱着棉被，一手拿出手机
给老人打电话。电话刚拨通，郭冠华突然倒在地上不省
人事。郭纪明急忙上前施救，曾小春则拨打 120 急救电
话。许多村民得知郭冠华晕倒的消息后，都赶了过来。

为了方便救护车施救，多名村民自发把屋前下坡
路上的积雪铲掉。终于，救护车赶到现场进行急救，郭
冠华却因抢救无效去世。

“只要我做到了公平公正，村民会理

解我的”

大湄村是省级贫困村，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脱贫任
务繁重。郭冠华组织实施山塘清淤、河道改造、农网改
造、公路硬化等工程。

2018 年 4 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邻村山火蔓延至大
湄村，危及村民房屋和山林。郭冠华马上联系同事组织
村民扑火，自己则来到火势最大的地方扑火。

风助火势，杂草、灌木丛很快被烧着，郭冠华不顾
自身安危奋力扑打，浑身沾满了黑灰。等到山火扑灭
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一直在等着郭冠华归来的曾立军
几乎都认不出丈夫了。“他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瘫坐在
凳子上。”曾立军说。

2018 年 8 月，在进行路基工程建设时，郭冠华早

出晚归，调处村民矛盾纠纷，监督工程质量。“郭冠华不
止晒黑了，还晒脱了一层皮。”村民们说。

遇到村民邻里有矛盾，甚至个别村民有过激行为
和言语时，郭冠华总是坚持以政策和公理服人。“村民
争吵再厉害，郭主任一来，双方的声音就会小很多，我
们都知道郭主任会一碗水端平。”曾小春说。

有时，曾立军看到丈夫受了委屈，还没开口劝解，
郭冠华反而开导妻子：“我们应该多体谅群众，只要我
做到了公平公正，村民会理解我的。”

“一路走好，一心为民的村主任”

“在最初确定村干部的帮扶对象时，郭冠华主动要
求帮扶距离最远、自然条件最差的拔岭组 4 户贫困
户。”曾小春说。

49 岁的贫困户曾爱民患有尘肺病。2017 年 7 月，
郭冠华来到曾爱民家走访，得知他养了两头牛两头猪
后，鼓励他扩大养殖规模，并很快为曾爱民争取到了 5
万元小额信贷。曾爱民立即买来了 5 头牛，扩建了栏
舍，目前养牛规模达到了 17 头。

去年，郭冠华帮助曾爱民落实了产业奖补资金
5000 元，两个孩子的教育补助 2500 元，还建议村里把
曾爱民聘为生态护林员。

“现在我家的情况一天天好了，郭主任却走了。”说
起郭主任，曾爱民几次哽咽，“我再也看不到那个大老
远赶来关心我们的人了。”

郭冠华突然离世，当地许多村民纷纷在微信朋友圈
和微信群寄托哀思：“一路走好，一心为民的村主任。”

(记者谢樱)新华社长沙 1 月 16 日电

寒风细雨中，全村村民扶棺为他送行
追记倒在扶贫岗位上的村主任郭冠华

 1 月
17 日，宝塔乡
八一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张明
江 在 晾 晒 板
鸭。他在德安
县雁塘板鸭农
民养殖专业合
作社务工，年
收 入 1 万 余
元。

近年来，
江西省德安县
在实施精准扶
贫过程中按照
“不漏一户、不
落一人”的要
求，大力发展
“一 乡 一 业”
“一村一品”扶
贫产业，与贫

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有
序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据悉，截至 2018 年底，
德安县共有 2907 户、8410
人实现稳定脱贫，4 个“十三
五”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据新华社西安 1 月
17 日电(记者王钊)48 岁
的高继平是陕西省长武县
亭口镇宇家山村村民，妻
子过世后留下两个女儿，
以前只能靠天吃饭，年纯
收入仅 2000 元。2018 年
年初以来，长武县实行了
“六必访”，针对他这样的
贫困户，帮扶干部每周都
要来讲解现有的帮扶政策
和帮扶措施，在激发贫困
户内生动力的同时，也引
导他们克服“等、靠、要”思
想，所以像他这样的贫苦
户很快得以脱贫。

高继平算了一笔账，
光村里的大棚菜分红、光
伏产业分红、驴厂分红等
五种分红每年就收入 1 万
余元；加上平常打零工，一
年收入 1 . 7 万元左右；同
时，村里为他申请了清洁
工的公益性岗位，每月还
有 600 元收入。说起脱贫
之后的愿望：“现在啥都好
了，俺只想两个女娃考上
大学！”

为拉近干部和群众之
间的心理距离，提高群众
对扶贫攻坚工作的满意
度，长武县开展“六必访”
活动，即在全县党员干部
中组织开展了以建档立卡
贫困户、非贫困户、家庭有
变故的户、收入困难的户、
对政策存在误解的户、上
访户为走访对象的“六必
访”活动，引导全县 3600 多名帮扶干部深入脱贫
一线，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实际困难。

截至目前，长武县各级党员干部共走访建档
立卡贫困户 9525 户，家庭有变故的户 339 户，对
政策存在误解的户 431 户，收入有困难的户 610
户，上访户 291 户，非贫困户 32531 户，走访率均
达到 100%。全县共走访排査问题 6 类 1128 件，
解决问题 1043 件。

在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的同时，长武县也在思
考脱贫新路径，探索农民教育培训新模式，借由创
建“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来为脱贫攻坚“加油”，打
造农民教育新阵地。

在长武县洪家镇凤口村，该镇党委副书记方
鹏飞向记者介绍：“从 2018 年 5 月到现在我们已
经开展了 12 次讲座，每次的主题主要考虑群众的
需求，如新型农村医疗政策、果树病虫害的防治、
养鸡技术等。像这样的讲习所我们全县 133 个村，
村村都有一个。”

长武县用“新时代农民讲习所”整合全县的村
级活动阵地、道德大讲堂等资源，建立县、镇、村三
级讲习所师资库。师资从党员领导干部、专业技术
人员、先进模范人物、农村“土专家”“田秀才”和
“脱贫标兵”中进行遴选聘用。

目前，全县 133 个“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共开展
各类政治理论、扶贫政策、实用技术、产业知识等
专题培训 2190场，参学党员干部群众 3 .6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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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白佳丽、王菲)今
年 22 岁的阿卜都·萨拉木以前在新疆西陲的一个
小村子中学习打馕，几年时间下来，他习得一手熟
练的手艺。从 2018 年开始，他依旧每天站在馕坑
前，完成熟悉的工作，但他的生活发生了大变化。

阿卜都告别了小乡村的打馕小店，来到了新
疆首府乌鲁木齐，成了一家食品公司的打馕工人。
他面对的馕坑，也从烟火缭绕的传统木炭坑，变成
了新型的电馕坑。“以前围着馕坑打转，一天下来
脸和衣服是黑的，时间长了屋子也是黑的。”阿卜
都说，如今，他穿着白色的工装、戴着白色的帽子
和蓝色的口罩，眼睛也不再因为烟气熏得生疼。

发生在阿卜都身上的改变，是新疆传统馕产
业正在萌发的一场革新。2011 年开始，乌鲁木齐政
府开始推广环保馕坑，提供专项补助资金，鼓励使
用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此基础上，2018 年，乌
鲁木齐建成并投产馕文化产业园，集生产、文化展
示、体验参观为一体，引进 19 家知名食品加工企
业，运用环保馕坑，生产馕、手工水饺、糕点、烤全
羊等特色食品。

同时，从新疆南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转移的
400 余名富余劳动力在此就业，通过工作摆脱贫
困，阿卜都便是其中一员。在这里，他不仅能获得
每月 3000 元的报酬，还可以免费学习汉语。

如今，馕坑变了，馕味没变，新疆小馕变成
了大产业。

新疆小馕的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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