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昆明 1 月 24 日电(记者谢锐佳、王长
山、吉哲鹏)“房顶的 44 片瓦都是赊来的，家里只
有一口锅、三个白碗、一个茶壶。”坐在二楼宽敞舒
适的大厅里，小普希寨子“首富”者扫“不堪回首”
10 多年前自己住的竹片房，“才 6 米长，4 米宽，
连木板都没有，是用竹片围起来的。”

如今，他家三层新楼成了寨子里的“地标”建
筑。

今年 46 岁的者扫命运到底是怎么“逆袭”的？
小普希，是云南省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乡人

口最少的寨子，只有 15 户 64 人。
寨子最小，也最穷，全村 15 户曾经都是贫困

户。
30 多年前，全村搬迁至此，地处偏远，没有水

田。很长一段时间里，橡胶、茶等产业也不成气候。
甚至到 2013 年，全村人均年收入才 800 多元。村
民住的是茅草房，走的是泥土路，去乡政府靠双
腿，10 多公里的山路来回要一天。

山上有先辈留下的成片古茶林、生态茶园，但
地太偏，也没有加工技术，茶叶卖不出好价钱，干
毛茶一度一公斤才七八角钱。

苦日子确实难熬。“不安分”的者扫就去外面
茶厂打工，吃尽了苦，几年后学会了茶叶加工的全
套手艺。

2003 年，他回村开了间茶叶初制所，加工自
家和村民产的鲜茶叶。

鲜叶一公斤不到 4 元钱，加工成干茶后一公
斤可卖十七八元。者扫收了几吨鲜叶，制成了一吨
干茶，净赚几千元。

这是村民眼中的一笔大钱，者扫也掘到了人
生的“第一桶金”。

尝到甜头的者扫扩大规模，收入开始“滚雪
球”。2007 年，他靠茶叶赚了 22 万元，拿出 16 万
元盖了 170 平方米的二层楼房，既是家，也是加工
厂。竹片房成了历史。

看到者扫成功，村民都坐不住了，而者扫也毫
不保留，把选茶、炒茶、泡茶等手艺教给乡亲们。

“这条沟就是茶马古道遗迹，顺着它能走到易
武古镇。”在去山上古茶林的羊肠小道上，村民指
着道旁被密林遮掩的沟渠说。

四周满眼苍翠的小普希，山上几百年树龄的
古茶树随处可见，生态茶一片挨着一片。

“宝地”被发现，好茶叶的名声传出了基诺山。

一到采茶季，黑龙江、广东等地的茶商就“闻香”
而来，在村民家里打地铺，有的一住就两个月。

随着茶生意不断扩大，者扫先后买了两辆
汽车，2016 年又拿出 120 万元在一街之隔的山
坡上盖了三层新楼房，有 6 间客房、2 间茶室，
卫生间就有 8 个。“主要是每年茶商多，我们免
费接待。”者扫一边泡出一杯杯琥珀色普洱茶，
一边说。

实际上，由于信誉好，他现在通过打电话发
微信，就能把茶卖到山外。

“脱贫不能等靠要，齐心摘下贫困帽”，刷在
者扫家外墙的大红标语十分醒目。

村民确实没有等靠要，管茶，采茶，制茶，卖
茶……村民干劲一天比一天高。

当地党委、政府也给力，投入资金为村寨修
通连接国道的水泥路，引来了自来水，修了篮球
场，还向每户村民发放贴息贷款作为产业发展
资金。

不仅者扫富起来了，其他村民也都早已告
别茅草房，住进钢筋混凝土打造的基诺族特色
干栏式安居房。

前年，15 户村民全部脱了贫。去年，全村人
均年收入已过万，是 5 年前的十余倍。现在，村
里已有小汽车 11 辆。

“撸起袖子加油干，脱贫致富当模范”，村
里的另一个标语催促小普希村民不要歇脚。

现在的古树茶最高一公斤可以卖两三千
元，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叶子”。未来，村民们打
算继续提升茶产业，做高端生态茶，他们为此
还制定了村规民约，严禁使用农药化肥。

“我们还准备搞民宿，吸引大家来看古茶
林，让更多的外地人了解基诺族文化和茶文化，
让小普希更有名。”望着远处的青山和近处的茶
园，村民小组组长白春国，勾勒着小普希的“大
未来”。

800 变 1 万，小普希五年“大跨越”
新华社北京 1 月 24 日电(记者潘

洁、谢佼)1 月的四川，空气里透着湿
润，七千亩雷竹碧波荡漾，两千亩茶田
层峦叠翠。距离成都市区 90 公里的蒲
江县明月村，是不少文艺青年眼中的
“新圣地”“网红村”。

在这里，访客可以参观古邛窑遗
址，体验制陶，感受草木蓝染，手摘新
茶，还能品一品这里特有的耙耙柑
“春见”，咬一口，汁水从舌头甜到心
头！

谁能想到，十年前这里还是市级
贫困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究竟如何发
生？问来问去，大家都推给眼前这位个
头不高、说话温言细语的女子：“双丽，
你最说得清楚，你来说！”

见记者有些疑惑，老村民们介绍：
“她呀，可是我们聘来的经理，从北京
请回来的大能人！”

泡一壶清茶，双丽畅聊起明月村
“网红”的“前世今生”——— 最早，这里
发展雷竹、茶等特色产业，后来，党和
政府整合村里的建设用地入市，从一
口古“邛窑”开始，兴起了文创产业，
诗人、作家、工美大师等纷纷入驻，成
为“新村民”。如今，各地游客络绎不
绝纷纷前来“打卡”。明月村的飞速发
展，在双丽看来，依托的是产业，更是
人才。

而双丽本人，就是明月村吸引来
的人才之一。

2015 年年底，即将步入而立之年
的双丽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离开生
活了 12 年的北京，放弃稳定的工作和
近百万元的年收入，回老家蒲江，入驻
明月村。

“你怎么了？”“是不是受什么打
击了？”回忆起当初亲朋好友的不解，
双丽笑着说：“他们现在可羡慕我
了！”

“云章乡居”，这是双丽租赁老乡
宅基地改造的客栈，一两间房用于自

住，剩下的 12 间用于接待游客。农家
小院，瓜果飘香。此外，双丽在村里还
有一份职业——— 明月村旅游合作社职
业经理人。

按照合约，职业经理人不领取工
资，不占合作社股份，其收益为合作社
年底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对双丽而言，
这就是她的个人创业。

“刚开始经营是亏本的，2017 年
我个人也就挣了 1 万多元。”双丽说，
万事开头难。面对全新的乡村旅游行
业，大城市的工作经验并不能直接转
化为效益，她只能扛着压力不断学
习。

上网研究案例，实地走访调研，
考察竹笋生产厂家，打通农产品销
售渠道，举办专业技能培训班……
双丽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
的。几年努力，合作社不断壮大，越
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从事餐饮、住宿
等服务，各家农产品也被统一加工、
包装成旅游产品。

双丽还经常到新村民家串门，调
动他们的力量、汇聚他们的智慧，引导
本村村民从事生态农业，提升生产经
营理念。

“现在村民种地打农药的少了，用
有机肥的多了。”双丽说，不少村民的传
统种植观念得到改变，农产品也更加不
愁卖了。“村里的手工茶销售期只有两
三个月，常常一上市就抢购一空。‘春见’
耙耙柑以前每斤卖 2元，现在 5元还要
脱销。”

作为网红“打卡”地，在旅游合
作社的带动下，明月村 2 0 1 8 年旅
游收入达到 3 0 0 0 万元，比两年前
增长了近 6 倍。“我希望带动周边村
庄，形成涟漪般的水波，助力乡村振
兴。”

“这是我们希望终老于此的地方，
怎么能不建设好？”双丽看着远方，喃
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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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4 日电(记者谢锐佳、王长
山、吉哲鹏、谢佼)“脱贫不能等靠要，齐心摘下贫
困帽”“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出路”“撸起袖子加油
干，脱贫致富当模范”……行走在天南海北，深山
海岛，边陲村寨，一个个大红标语不时撞入眼帘，
提醒着过往的人们：神州大地正在进行一场反贫
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或者有人会说，刷几条标语、喊喊口号谁不
会？

其实，只要你靠得够近，扎得够深，就会发现，
提气标语的背后，有一个个火热的拼搏场面当注
脚，有一群群最可爱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在做改变
命运的突围。

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一年多。距离梦想
越近，挑战往往越大，越需要只争朝夕：扶志扶智，
选好产业，开拓思路……

新年伊始，春节前夕，请您随着我们的笔端，
近距离看看各族人民脱贫奋进的故事，看看劳动
大众啃下一个个“硬骨头”的精气神。

扶志扶智，让内生动力汇聚成脱

贫的磅礴力量

经过半个月的培训，云南省镇沅县文旧村村
民赵玉华拿到了人生第一张技能培训毕业证书，
他的砌砖技术达到了中级工水平，在当地打工一
天可以挣到 160 元。现在一技在身，赵玉华精气神
都提了起来，对未来充满信心。

镇沅大多数村庄山高路远、偏僻闭塞。因缺

技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致贫的贫困户占 47%。
其中，年轻力壮、无灾无病的贫困人口有 2100 余
人。

只有解决素质贫困问题，才能实现真正脱
贫。镇沅 2017 年成立深度贫困人口培训中心，
对 2100 余名农村“闲汉”进行轮训。培训让大家
学到了技术，将脱贫压力变成致富动力，精神面
貌也焕然一新。目前，学员已成功转移就业 458
人。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出路，群众迸发出的内生
动力如同大海波涛，冲刷掉了贫穷的印迹。

虽然冰天雪地，但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四川
省理塘县亚火乡亚火村，巴绒一家人没有猫冬的
样子——— 忙着翻地，忙着修建牲畜棚圈，为开春后
蔬菜种植、发展养殖做准备。

巴绒曾是村里的贫困户，过去就盼着帮扶干
部上门。看到身边的人都在使劲干，看到政府对贫
困户出台的多种优惠政策，巴绒坐不住了，种起了
蔬菜，养起了牲畜。

去年 9 月，奋斗苦干的巴绒获得“四川省脱贫
攻坚奋进奖”，他笑着说：“靠自己的双手，终于摘
掉了穷‘帽子’。感谢乡帮扶干部和村‘第一书记’多
次到我家，一次次谈心谈话激发了我脱贫的信心
和动力。”

作为平均海拔 4000 米的“世界高城”，理塘
县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不断引导贫困
群众树立主体意识，从思想上“破贫困”，从行动
上“快脱贫”，促进农牧区群众从“要我脱贫”到
“我要脱贫”转变，投身干事创业。目前，全县已

组建农村专业合作社 117 个，14 个乡镇 20 个
村组建起集体牧场，户均增收 2000 余元。

用好外力、激发内力，才能形成持久发展的合
力。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基诺山乡，虽家庭贫困、家
人患病，巴朵村小组基诺族妇女李晓慧并没有被
压垮，在乡里支持下创办村淘自力更生，让电商的
触角在山村扎根。

基诺软红米、干蘸水、豆豉粑粑、小耳朵猪干
巴……前些天，她又约着几个同村妇女，创办了基
诺族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要把这些山货卖到山
外去，换来财富过上好日子。

选好产业，村民自动告别“等靠要”

前不久，“红薯老总”张诚跑到郑州，参加中国
甘薯产业博览会，一心想引进更适合家乡种植的
红薯品种。

今年 44 岁的张诚是贵州省思南县周寨村人。
1993 年，他从建筑学校毕业后，只身在贵阳打拼，
奋斗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发家致富没忘本，看
到家乡落后面貌未改，他盘算着为乡亲们做点什
么。

2016 年，张诚回到村里，领办周寨村红薯粉
加工厂，建立以红薯加工企业为平台的红薯全产
业链。

目前，张诚的加工厂年吞吐鲜薯 7 . 5 万吨，
产值达 2 . 25 亿元。

“家乡有这个产业真是好，现在我们就近上班
了，一个月工资 3000 多块。”周寨村邻村的贫困户

杨琴说。“过去一个月只有 1800 块收入，现在的
工资高还吃住都包。”杨琴一脸满意。

产业好不好，关键在对路。周寨村沙地多，
适合种植红薯。村主任杨仕杰说，全村 1299 人
中还有 179 人未脱贫，“脱帽”就靠这个产业
了。

群众增收快，全靠产业带。“红薯老总”的
加工厂通过建设 1000 亩示范基地，解决了
200 多名村民就业，此外，带动全县 13 个乡
镇，包括 5000 多户贫困户在内上万户种植红
薯 20000 多亩，户均年增收 5000 元以上。

好产业激发了村民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劲
头。周寨村 66 岁的贫困户杨胜强是土家族，红
薯加工厂运行起来之后，他在厂里上班，每个月
有 2500 元工资。“最近厂里给我发了 5000 块，
顶好几头大年猪。”他笑着说。

泥巴房、竹片房，云南西双版纳州基诺山乡
小普希村民小组以前守着古茶林受穷，整村曾
经全是贫困户。70 后村民者扫带头发展茶产
业，采茶，制茶，卖茶，把一度无人问津的古树茶
变成了“黄金叶”，自己也从全村最穷变为“首
富”。

“有了好产业，不用你做思想工作，村民都
会自动告别‘等靠要’。”小普希村民小组组长白
春国说。看到身边的致富榜样，村民纷纷加入了
发展生态茶的大合唱，收入年年攀升。现在，小
普希全村已脱贫，水泥路从国道直通村里，硬化
路连着各家各户，自来水引到灶头，村里 15 户
人家就有小汽车 11 辆。

开拓思路，激发群众无穷的创造力

“蜜样的幸福生活滋润着我，拉祜人纵情歌
唱……”未进老达保寨，嘹亮的歌声就已响在耳畔。

歌声盈村、一墙墙炮仗花开得红红火火，云
南普洱市澜沧县老达保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牡帕密帕》的保护传承基地之一，能歌
善舞是村民们的“标签”。

“我们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
可这又换不来钱！”村民李石开说。偏远闭塞、
交通不便，又没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子，贫穷如影
相随，大家苦恼不已。

20世纪 80 年代，李石开外出首次听到吉
他弹唱就动了心。回家后，他卖猪买了老达保
寨的第一把吉他，拉开了村民“吉他生活”的序
幕——— 越来越多爱唱爱跳的拉祜族村民“玩”
上了吉他，老达保吉他声越传越远。

县里也“听”到了老达保的吉他声，顺势扶
持引导。2013 年，县里支持老达保成立由全体
村民持股的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修
了演艺广场。现在，490 多名村民中有 200 多
把吉他，从六七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
都能登台演出。

唱唱跳跳也能挣钱 ！这个“吉他上的村
寨”从此老老少少没了闲人，乘着脱贫攻坚的
春风，走出了独特的文化脱贫之路。光靠唱歌
跳舞一项，村民人均年收入就达四五千元。

房子翻修，栽花种草，铺了石板路，立上缀
满音乐元素的标识路牌，昔日尽是茅草房、篾
片房的破旧寨子一下子变得“艺术时尚”，四面
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一睹 200 多把吉他齐奏
的盛况，体验老达保人的快乐幸福。

“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可你不去干就不行。”
说话中气十足的李石开快乐藏不住，不时发出
爽朗的笑声。自己用卖猪钱换的那把吉他，已成
为发展的见证物，被送进了博物馆。

思路一开，群众就有无穷的创造力，发展的路
子就变得宽阔。不只是歌唱跳舞，就连世代耕作的
田地和居住的村庄，也成了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在黄河中游的山西省永和县奇奇里村，55
岁的刘宁富早早起床，正在箍两口新窑洞，准备
扩大民俗旅馆，迎接今春旅游旺季。

奇奇里村是一个只有 193 户村民的黄土高
原小山村，多年来，农民靠贫瘠的土地辛勤劳作
但只能维持温饱。

其实，这里紧靠黄河乾坤湾，站在山上能一
眼尽收 7 道弯。村第一书记郭若桥转变思路，利
用当地独特地理位置和民俗特色，让奇奇里村
吃起了文化旅游饭。像刘宁富，将家里的一口旧
窑洞改造成特色民宿，一年就挣了 2 万多元。

短短几年，这个昔日既穷又偏的贫困村迅
速翻身，前年宣布整村脱贫，现在全村人均年收
入达到 7000 元。

不仅奇奇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贫
困人口累计减少 8000 多万，每年都有 1000 万
以上的人口摆脱贫困。

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战略再接力。永
和县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农村，脱了贫的奇
奇里村也得到新的扶持。刘宁富正是瞅准了这
个新机遇扩大民宿规模，还把在外打拼的儿子
喊回来帮忙。

“脱贫是我们迈向乡村振兴的第一张通行
证，我们下一步将深挖黄河作为中华文明摇篮
的文化底蕴，打造文化品牌，通过做强旅游产业
富起来。”郭若桥说。

一个个从贫困中挣脱的村庄，一个个驶上
小康道路的民族，正以崭新亮丽的容姿、昂扬向
上的精神呈现在世人面前。

(参与记者：潘洁、汪军、吕梦琦、黄海波)
图片：在云南西双版纳州基诺山乡小普希

村，墙上“脱贫不能等靠要，齐心摘下贫困帽”大
红标语十分醒目。(2019 年 1 月 10 日摄)。

本报记者谢锐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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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一年多。距离梦想越近，挑战往往越

大，越需要只争朝夕：扶志扶智，选好产业，开拓思路……新年伊始，

春节前夕，请您随着我们的笔端，近距离看看各族人民脱贫奋进的

故事，看看劳动大众啃下一个个“硬骨头”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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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观看一个跨
省苗寨的脱贫攻坚故事。

▲小普希村民在山上察看古茶树。

本报记者谢锐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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