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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电(记者周健伟、白
少波、张京品)冬季的西藏安多县气
温接近-30℃，风力八级，雪花、沙
粒吹到脸上犹如刀割。牧民拉措在
牧场上生活三十多年，那里海拔超
5000 米，天更冷、风更大、雪更厚。

拉措从记事起，年年冬天手上、
脚上、脸上都长冻疮。有时候，赶上
雪灾，连牛羊都会被冻死。

“不能让孩子们再受这样的
苦！”去年，拉措带着三个孩子离开
高海拔牧场，搬到安多县城边的卓
格小区。2019 年春节、藏历年到来
之际，她和孩子们在温暖如春的新
家里载歌载舞，尽情享受乔迁后的
第一个新年。

一个温暖的新家

22 岁时，拉措的第一个孩子扎

巴降生，随后又生下两个女儿。搬家
前，拉措和孩子们住的是又矮又小
的土坯房。

“放下一个小牛粪炉子，人在屋
里就转不开身了。”拉措说，旧房子
四面透风，炉子小，烧再多的牛粪，
整个屋子里还是凉的。“一到冬天，
孩子们就冻得流鼻涕。”

除了担心冻坏孩子，拉措在高
海拔牧场上生活还有更多烦恼———
“冬天融冰喝水，看病不方便，自己
没法外出打工挣钱……”

“学校在 30 多公里外，孩子们
平时住校，赶上放假，只能托人去
接。”孩子的上学问题让她夜不能
寐，“家里再穷、再苦，也不能苦了孩
子们”。

2018 年上半年，拉措把 8 头牦
牛、20 只羊托付给亲戚，告别帕那
镇一村的土房，住进了县城边的易

地扶贫搬迁小区。“现在的新家有
80 多平方米，住四口人绰绰有余，
来了客人也能住下。”她说。

拉措拿到新房钥匙的第二天就
坐火车到那曲市采购，把攒了几年的
钱都买了新家具、墙纸、厚被褥，还专
门买了一套市场里最大的铁炉子。

“新炉子有 3 米长、1 米高，烧
上煤，房子能暖和一整天，孩子们穿
一件秋衣在屋里就够了。”拉措往炉
子里添煤，炉火把她的脸映得更红。

一张幸福的清单

牧区生活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牛
羊肉，到了过年时，更要晾制风干肉
招待客人。拉措说，今年，请亲戚帮忙
宰了 2头牛、10只羊，好好过个年。

春节、藏历新年前，拉措去那曲
市为家里采购了年画、春联、糖果，

还给每个孩子都购置了新衣服。
拉措说：“该买的都给孩子们买
了，什么也不缺。”

“现在孩子们在县城上学，离
家近多了，放假期间又给孩子们
报了兴趣班。”拉措说。

拉措从牧场搬迁下来，不仅
仅是海拔降下来几百米，她还找
到了更多谋生门路：在县城务工
有 12000 元收入，做水资源管理
员一年有 3500 元工资，参加扶贫
合作社分红近 10000 元……

孩子们上学有政府“三包”经
费，全家人看病也都可以按比例
报销，县医院也给每家安排了一
名家庭医生。

此外，草场补贴有 4052 元、
牛羊出栏价值 3 万元。拉措算起
家里的收支清单，“过去一年，是
家里开销最大的一年，没想到还

攒下来 3 万多块钱。”
“这几年，多亏了党和国家的

精准扶贫好政策。”拉措说，“脱贫
后的年味更足了，孩子们脸上幸
福的笑容也更多了。”

说不完的新期盼

“扎西德勒！新年快乐！”卓格
小区里欢笑声、鞭炮声、贺年声在
家家户户萦绕着。

安多县平均海拔达 5000 米，
为了解决高海拔地区贫困户产业
发展、住房等困难，西藏自治区启
动搬迁工程。2018 年上半年，卓
格小区建成，210 户 800 人告别
高海拔的苦寒生活，在新家里迎
来了春节、藏历新年，

拉措也有说不完的新年愿
望：“过年期间，把亲戚们都请到

家里来团聚，请大家看看自己和
孩子们的新生活，让他们放心。”

“让孩子们好好学习，争取考
上最好的中学。”拉措做了几十年
牧民，普通话说得也不好，搬迁到
县城后更加知道文化知识的重
要。

近年来，安多县积极发展扶
贫产业，通过扶持“游老板”“房老
板”“车老板”“牧老板”等致富带
头人，发展旅游业、建筑业、运输
业和现代牧业。拉措计划过完年，
提早联系这些致富带头人，找找
适合自己干的事，争取 2019 年挣
更多钱。

“要来的财宝再多，也不会长
久富下去。”拉措说，现在摆脱了
贫困，除了靠政府的扶持，还要自
己勤劳致富，才会过上长久的小
康生活。

藏北高原上，单亲妈妈拉措“乔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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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银川
电 (记者艾福梅 、谢
建雯 )“这几年生活
满意得很。”宁夏盐
池县高沙窝镇长流
墩村 45 岁的农妇陈
春霞说。她染着酒红
色头发、穿着皮裤、
脚蹬高跟鞋，十分时
尚。己亥春节，她家
腌制了两坛子烧肉、
一大盆灌肠。

盐池县地处毛乌
素沙漠南缘，因生态
脆弱、土地贫瘠，这里
的人曾饱受沙害和穷
苦。到 2013 年底中国
提出“精准扶贫”时，
全县贫困发生率仍高
达 23%，贫困人口近
3 . 3 万人。

陈春霞是其中之
一，她丈夫因车祸残
疾，两个孩子上学，哪
儿都要钱，一次 100
元钱她都拿不出。

如今，借着滩羊
产业发展和金融扶
贫的东风，吃苦耐劳
的陈春霞将养羊规
模从 30 余只扩大到
200 余只，还做电商
帮乡亲代买代卖，家
庭的整体收入大大
提高了。她说，现在
国家政策这么好，她
要争当村里的养殖
大户，明年再养 400
只羊。

过去 5 年间，
盐池县共减贫 3 . 2
万余人，贫困发生
率下降到 0 . 6 6 % 。
2 0 1 8 年 9 月，盐池
县正式脱贫摘帽，
在西海固地区 9 个
国家贫困县中拔了
“头筹”。

“盐池县的脱贫
摘帽，是 1986 年国
家设立贫困县以来，
宁夏第一次实现贫
困县数量净减少，是
盐池乃至宁夏扶贫
开发史上的一座里
程碑。”盐池县县长
戴培吉说。

长流墩村村支书
赵红林是土生土长的
盐池人，在他看来，生
态环境改善是这个
“沙漠县城”脱贫攻坚的基础。

2002 年 11 月，盐池县率先
在宁夏实行封山禁牧。经过多年
的修复与治理，全县 200 多万亩
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300 亩
以上的明沙丘基本消除，林木覆
盖度、植被覆盖率提高到了 31%
和 68%，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

高沙窝镇曾因“风吹沙跑形
成沙窝”而得名。“过去村里盖房
不砌院墙，就是为了避免一刮风
沙子都涌到院子里。而现在，家家
户户都有院子，周围也看不到明
沙了。”赵红林说。

在生态修复的同时，盐池县
大力发展滩羊、黄花菜、小杂粮等
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夯实脱贫攻
坚产业基础，筑牢稳定脱贫致富
的根基。

作为全国闻名的“滩羊之
乡”，盐池县成立了滩羊产业发展
集团和乡村滩羊协会，实行产业
链关键环节标准化，牢牢掌握了
滩羊肉价格话语权。随着盐池滩

羊肉“三上国宴”，
滩羊品牌价值达到
68 亿元，年饲养量
稳定在 310 万只左
右，年产值占全县
农 业 总 产 值 的
60% 以上。

“我们村 700
多口人，羊存栏量
就有 1 . 2 万余只，
滩羊毫无疑问是脱
贫的‘功臣’。”赵红
林说。

脱贫靠产业，
产业靠金融。盐池
县采取诚信支撑、
产融结合、风险防
控、保险跟进、改
革创 新“五 大 举
措”，破解了贫困
户贷款贵、贷款难
等问题，走出了一
条“依托金融创新
推动产业发展、依
靠产业发展带动
贫困群众增收”的
新路子。

数据显示，仅
2018 年一年，盐池
县新增扶贫信贷
6 . 5 亿元。

行走在今日盐
池的乡镇村庄，每
个农民都能讲出一
个利用贷款发展产
业的精彩故事。在
诚信体系的支撑
下，只要有发展能
力，就连 6 0 岁到
70 岁的贫困户也
能获得贴息贷款，
迎来“夕阳再起航”
的机会。

盐池县干旱的
劣势也变成优势，
吸引中国民生投资
集团在长流墩村流
转 4 . 6 万亩土地
建光伏产业园区。
据了解，随后落地
的还有一个光伏科
技馆。

“园区、科技馆
都需要绿化保洁，
农民搞家庭养殖的
同时，还能就近务
工增收。村里还打
算建个采摘园发展
旅游餐饮。”赵红林
说。

75 岁老人汪
荣的上百亩地流转出去，变
成 一个巨 型 太 阳 能 板“方
阵”。他也从砖房住进了由企
业补贴新建的二层小洋楼，
还帮儿子打理起底楼新开的
小卖部。

屋外，红墙黄顶的小楼
四周是一圈白色栅栏，青砖
铺成的院子干净整洁；屋内
是明厨亮灶、独立卫浴和宽
敞的卧室。

“住了 30 多年土坯房，一
刮风下雨就担惊受怕。本以为
砖房就是最好的，真没想到能
住进这么漂亮的楼房。”汪荣
说。

摘帽不摘责任，脱贫只是
第一步。戴培吉说，2019 年是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盐池
从脱贫摘帽向全面小康迈进的
关键之年。“我们要着力巩固脱
贫成果，今年争取把全县贫困
发生率控制在 0 . 3% 以内，加
快建设‘乡村振兴和脱贫富民’
示范县。”他说。

据新华社长沙电(记者谢樱)10年
前的一场大火，把位于湖南省娄底市
新化县炉观镇曾特贵的家烧成了灰
烬。他不得不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活，
“就想多挣点钱，早点把房子建好。”

10 年来，家里两个孩子的教
育、生活开支不小，尽管漂泊辛苦了
10 年，曾特贵也没攒到什么钱，过
年回家也只能寄居在哥哥家里。

让家人住上好房子，一直是这
个中年汉子的梦想。像曾特贵这样
的无房或危房户，还有“高寒山区、
水淹库区、石灰岩干旱区”三大贫困
带的贫困户，新化县境内共有
34436 人 9085 户，是湖南省易地扶
贫搬迁人数最多、集中安置比例最
高的区县之一。而作为其中一员，挪
出穷山窝是曾特贵想都不敢想的。

直到 2018 年 5 月，易地扶贫搬
迁的新房钥匙交到曾特贵手里，他

打开房门的那一瞬间，才真正喜出
望外：“我有家了！”

三室两厅，厨房、卫生间、阳台等
一应俱全。但曾特贵并不满足于“拎
包入住”，他早早地让妻子辞职回到
家中，把房间铺上了地板，还买了大
沙发、雕花柜，曾特贵很满意：“是城
里流行的装修风格”。

不仅从土砖房变成“媲美城里
的商品房”，房子周边的环境、交通、
配套更让曾特贵赞不绝口。“以前住
在山上，属于高寒山区，没有灌溉水
源，家里八分地只能勉强种点菜自
己吃。”曾特贵告诉记者，“最怕的是
下山，下来一趟山路要走一个半小
时，干什么都不方便。”

如今他的新家处在镇中心位置，
旁边医院、学校、市场、污水处理厂配
套齐全，家门口 500米远就是专门针
对贫困户、搬迁户的技能培训学校。

更让曾特贵没有想到的是，从
城里辞职回家打点新房的妻子刘湘
桃，不出俩月还实现了“楼上生活，楼
下就业”。“你看这栋房子，楼上住的是
搬迁户，一楼的门面引进了服装加工
厂商，成了我们的‘扶贫车间’。”刘湘桃
说，“不仅上班可拿一份收入，门面的
租金还可以返还分红给贫困户呢！”

记者了解到，新化县共有 53个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265 栋安置房实
行了第 1 层建门面、上面 3 层为住
宅的建设模式。10 万平方米门面年
租金预计可达 1500万元，连续 10年
全部返给安置户，保障 1 万余搬迁
群众有可靠的收入来源。

“门面的建设，与扶贫车间的发
展实现了无缝对接，让易地扶贫搬
迁顶层设计的‘最初一公里’和困难
群众脱贫致富的‘最后一公里’实现
了全线贯通，真正让群众‘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新化县副县长
王文红说。

“以前在城里打工，住着集体
宿舍，工资也只有 2000 多元，而
且城里消费高，剩不了几个钱。”
刘湘桃开心地说，“现在住上了好
房子，下个楼就能就业，那我当然
愿意住在家里啊！”

今年过年，儿女都回来了，一
家人围坐在自家暖炉前其乐融
融。实现了“住新房”的“人生愿
望”，曾特贵如今内心特别踏实。

46 岁的曾特贵现在又有了更
进一步的“小目标”。他指着距家门
口不到 100米的一块已经在打地基
的建设项目告诉记者：“这里是特意
为帮扶搬迁户就业创业而建的农
贸市场，开业后人流量很大，到时
在这里做点小生意，帮儿子创业攒
点钱，一家人的日子就甜滋滋啦！”

湖南新化：扶贫搬迁户楼上住房楼下就业

▲春节期间，游客在睢县胡堂乡的“扶贫草莓大棚”内采摘草莓。近年来，河南省睢县
胡堂乡创新扶贫模式，统筹协调 160 多户贫困户利用扶贫资金入股辖区一农业基地，建立
起集种植、采摘为一体的 30 余亩“扶贫草莓大棚”。贫困户在赚“分红”的同时又可在农业
基地打工挣工资，实现“双丰收”。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扶贫大棚”春意浓

甘肃庆阳：老区社火班见证脱贫致富大变迁
新华社兰州 2 月 13 日电(记者

梁军、马莎)正月是西北社火闹得最
旺的时候。记者日前走进革命老区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左咀
村，在村委会大院，村民三三两两围
聚一起，相互帮衬着试衣上妆。

70 岁的殷效锋是管服装的社
火头，他说：“我从小就看爷爷一辈
人耍社火，那会儿庄户人锅灰抹面，
都是扯块黑布缝件袍就披上，顾不
上模样好坏。不像现在和唱戏似的，

扮啥角色穿啥衣服，一套行头置办
下来得四到五万元，尽是些用料光
滑厚密的丝织品。”

“当时有句话叫，庄稼汉要作
乐，骑驴耍社火。”坐在火炉旁的老
汉殷效义接过话茬说，“新中国刚成
立那会儿，村里没有自行车，只能男
扮女装，骑在驴上，图个乐子嘛。后
来包产到户，富裕的都开上手扶拖
拉机，社火开始站在上面耍了。”

殷效义说，左咀村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正式成立了社火班，
参与的村民也由十几个人发展到
上百号人。虽然是村民自发组织，
但大小事务由社火头们各管一端，
烟火、鼓乐、指挥分工到人。后来这
20 年，左咀村社火队渐渐有了名
气，经常去镇子上和镇子附近的村
子演出。

时代在变，社火班子的道具也
在更新换代：煤油灯、破棉袄、农机
车逐渐退出舞台，专业音响、话筒、

电子烟火陆续登场。左咀村的路
变成了双向车道的硬化路，每逢
正月，整个社火班会包下十几台
汽车，浩浩荡荡开往城市表演。

左咀村党支部书记左新郎
说，2015 年之前左咀村还是全
区最穷的，近几年依靠果树栽
植、药材种植和规模养殖，去年
底刚刚脱贫摘帽。鸡鸭鱼肉从年
头吃到年尾，农民说是天天都在
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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