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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8 月 21 日电(记者向志强)这里是全
国仅有的两个各族自治县之一，5 个民族世代聚居，被
称为“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这里又是集“老少边山
库”于一体的极度贫困县，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
23 . 47% ……近年来，位于桂滇黔交界的隆林各族自
治县以高质量脱贫为核心，因地制宜创新模式、凝聚合
力多措并举，走出了一条极贫地区的特色脱贫路。

全力补短板：修路、引水、改电、建房

在猪场乡那伟村地势最高的洞沟屯，几户村民正
忙着盖新房。“去年硬化路通到了屯里，建材的运输成
本减少了三分之一，山里的东西也卖得上价了。”村民
熊金文说。

对于往日不通公路时的艰辛，熊金文记忆犹新：每
天早上背着 100 多斤的生姜和油茶果到乡里去卖，走
到已是中午；为了通电，一根电线杆要二三十个人轮流
抬才能抬回来……

“隆林是贫困山区，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修路等

建设成本又很高，长期以来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很差。”县
委副书记钟永锋说，近年来，全县以“大会战”的姿态，集
中人力、物力、财力，全面铺开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隆林不少贫困村枯水期缺水，群众用水一度难以
充分保障。

走进克长乡后寨村丫口屯，三种不同的设施反映
出饮水条件正在发生的变化：最早的露天水柜，现在主
要是供禽畜饮用；目前大多数群众用的是密闭水柜，通
过胶管将水柜里的水引到家里；第三种就是已经铺设
完毕的自来水管，再过一个月，一个惠及全村人的集中
引水工程就将竣工。

数据显示，2016 年以来，隆林县共计投入约 18 亿
元，实施通村通屯硬化道路 1018 条 2407 公里，762 处
安全饮水工程，113 项行政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心设
施，6970 户危房改造等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大力实施
农村电网改造、宽带网络建设等惠及民生的项目。

多元强产业：因地制宜、科技助力

石山地区缺水少地、交通不便，无法发展大规模产
业。隆林县就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宜种则种、宜养
则养，逐步形成“多元化共存”产业模式。

刚卖了 5000 多元的蚕茧，者浪乡么窝村村民罗正
秀又开始对蚕房进行消毒，准备养殖下一批。“今年可
以养 10 批左右，估计能有三四万元收入，脱贫没问

题。”罗正秀笑着说。
罗正秀一家 5 口人，以前家里主要靠打工和种玉

米、养猪生活。2017 年，当地利用帮扶资金发动群众种
桑养蚕，建设了 3 个标准化大蚕房，贫困户可免费使
用，桑苗和化肥也有补助。

桑蚕、油茶、板栗等是隆林的传统特色产业，但由
于种植经营方式粗放、品牌意识不强等，效益不高。为
此，隆林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企业、打造品牌、电商销售
等，产品和产业竞争力逐步提升。

在沙梨乡岩偿村，国有企业三门江林场正建设示范
区，对当地村民种植了几十年的数百亩油茶林进行改造。

村民黄金刚把种了 30 年的 18 亩油茶林租给了林
场，每年每亩有 200 斤茶果的保底收成，等改造完成之
后，超过 200 斤的部分还可以享受分成。“如果自己种，
一年一亩也就收 200 来斤，施肥、收果还很累。”黄金刚
说，从油茶林中解脱出来的他一边打工，一边筹划着多
养一些鸡鸭，争取尽快脱贫。

几年来，隆林县重点实施特色产业“四个万亩工
程”，积极打造种植业“三张叶子一株蕉”、养殖业“两黑
一黄一青一白”的产业名片，特色主导产业覆盖贫困户
20531 户，覆盖率达 95 . 06%。

广泛促协作：全方位帮扶添动力

县城的昌隆服装有限公司车间内，35 岁的陆志风

熟练地操作着缝纫机。自从十多年前因事故致残后，
他就没找到过稳定的工作，直到一年多前来到这里。现
在每月能有 3000多元的收入，还可以享受免费食宿。

公司总经理黄东海告诉记者，公司 101 名工人
中 40 多人来自贫困户或残疾户，公司在一个贫困村
建设的扶贫车间近期也将投产。在全县开展的“千企
扶千村”活动中，已有上千名贫困人口受到帮扶。

记者发现，在隆林县挂职的县领导和驻村第一
书记，来自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深圳市罗湖区、自治
区政协办公厅、自治区林业厅等多个帮扶单位。各界
力量正凝聚成隆林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2012 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开始定点帮扶隆
林，不仅组成驻县“三人小组”、实施优惠信贷政策，
还建设完善了担保体系。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
农发行对隆林共审批贷款金额 40 . 91 亿元，累计投
放贷款 16 . 73 亿元，用于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屯级
道路、医疗设施、村级服务中心等项目建设，同时累
计向隆林优惠贷款利息超过 700 万元。

2016 年深圳市罗湖区开展对口帮扶以来，共投
入资金 4080 . 272 万元，实施项目数十个，输送到深
圳就业的贫困人口 700 多人。

“扶贫协作不仅带来了人才、资金，还有先进的
技术、理念、模式等，让我们的脱贫攻坚更有底气。”
钟永锋说。数据显示，2015 年以来，全县已累计减贫
5 万多人、脱贫 60 多个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8 . 56%。

实践得来“脱贫策”，产业“多元化共存”

“活的少数民族博物馆”走出特色脱贫路

“老吕这回行喽，‘独手’变‘能手’。”从一贫如洗，到
如今一家五口年人均纯收入超过贫困线，吕富平脱贫
的故事成了村里津津乐道的新闻。

“来来来，多吃点，长肥点……”走进辽宁省鞍山市
岫岩县兴隆街道办事处平阶村贫困户吕富平的家，一
个 100 多平方米的猪舍映入记者眼帘。吕富平正在给
猪喂食，一头头肥硕的猪吃得正欢。今年 43 岁的吕富
平以前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他年幼时受伤失去了右
手，妻子江明明和母亲白桂莲都因智力问题丧失了劳
动能力，时常得去医院看病治疗，两个女儿都在上小
学。家人的生活开销主要靠身体有残疾的吕富平做零
活的收入维持。在乡亲们眼里，他家“特别不容易”。

“我总觉得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别人家打工，家
里盖了新房，我就多干活，苦点累点没关系，主要想让家
里人过好点。”吕富平说。带着这股不服输的心气儿，吕
富平尽可能地在打零工的时候多加些班，多做点零活，
但是家庭的现实情况却限制了老吕的发展：母亲和妻子
病情不稳定，孩子还要上学，出门打工的梦破碎了。

看着家里的旧猪舍，吕富平打起了养殖的主意。
“养殖肯定辛苦，但是不用远跑啊。”不过，采购猪仔、买
饲料、维修猪舍……样样都要钱，这让刚刚找到方向的
吕富平又犯难了。

2017 年初，岫岩县开展了脱贫攻坚贫困人口精准
扶贫摸底调查工作。在走访中，兴隆街道办事处扶贫办
工作人员了解到吕富平有发展养殖产业的意愿，“针对
你这种情况，市、县两级都有好政策，别担心，我们一定
帮你！”随后，工作人员帮助他申请到了 6000 元的脱贫
自干项目补助资金。

有了启动资金，吕富平便当即着手整理圈舍建场

地、购入猪仔和鸡雏。在扶贫办人员的帮助下，他开始
了自己的家庭养殖之路。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每
天不到 6 点就起床，虽然动作不便，但老吕踏实肯干，
不久家里的养殖场就经营起来了。

“你看，去年我养猪养鸡，卖了以后获利 2 万多元，
2 万多元啊，这以前哪见过这么多钱！”吕富平拿着小
本本，一点一点给记者算起了“致富账”。

“他养了 10 头猪，政府给补助 4 头猪的钱，一头补
800 元，40 只鸡一只补 50 元，最大程度减轻他的创业
负担。”兴隆街道办事处平阶村村支书费玉库说。

除了产业有保障，各项扶贫的利好政策也一项项
落实在吕富平身上。2018 年一年，民政部门落实扶贫
低保兜底政策 11961 元，贫困户金融帮贷政策给了
2500 元，“孩子上学免了费用不说，还给了 2000 块补
助金，妻子和老妈还享受着扶贫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
政策。”老吕说着说着，脸上笑开了花。

“老吕特别肯干，特别踏实，今年我们又帮助他和
各部门协调，在家附近建了一个小洗车棚，增加点额外
收入。”费玉库说。

“现在政策太好了，只要勤劳肯干，日子肯定能越
过越好。”吕富平说。

老吕身残志坚养殖脱贫，是一个主动脱贫、勇敢面
对生活的故事。他只是辽宁万千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一
个缩影。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辽宁根据贫困户不同的致
贫原因、致富意愿、致富能力等综合情况，制定脱贫计
划，切实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今年将全面完成剩
余的 13 . 02 万贫困人口、128 个贫困村、5 个省级贫困
县的脱贫任务。 (记者于也童、邹明仲)

新华社沈阳 8 月 21 日电

在乌蒙山深处，67 岁的苗族老乡王思庭正冒着
39 摄氏度的高温，抡着连枷打豆子。他怎么也没想
到家里来了一个 90 岁的扶贫“老监工”。

“老监工”叫胡茂杰，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后
山镇三斗米村第一书记胡凌鸣的爷爷，也是一位老
共产党员。

2015 年 7 月，胡凌鸣到三斗米村任第一书记。

三斗米村所在的乌蒙山片区贫困面大、程度深、原因
复杂，是扶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孙子还能扶贫？
老爷子不放心，经常从距离三斗米村 150 余公里的
泸州市合江县到村里看看。

“你靠啥子赚钱？”
“3 头牛、4 只猪、70 多只鸡，还有几箱蜂。”王思

庭算起家底。因为修水库占了土地，他们全家从叙永
县水潦彝族乡移民搬迁到三斗米村。

“什么价钱？”
“之前两只猪就卖了 7950 元。”
“胡凌鸣你要给村民解决销路问题，做得好我就

奖励你。”

……
正当他离开时，看到墙上挂着一件有破洞的藏

蓝色上衣，“没钱买新衣服？”
“那不是哦，砍草时当然要穿破衣服，刮破了不

心疼！”

在王思庭家，胡老爷子“监督”起来有模有样。

每次来三斗米村，胡老都有新发现，他对孙子也
由不放心变放心。第一次来，路都没有，目之所及全
是荒地。第二次来，他看到泥泞路变水泥路，流转后
的土地上种满蔬菜。第三次来，“胡书记真不错”，老

乡们边跟他摆龙门阵边竖大拇指。

最近，胡老又有需要“监督”的新内容。

初到三斗米村的时候，为解决村子没集体收
入、村民手里大量农副产品滞销的问题，胡凌鸣和
村两委商量后以“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成立
叙永县后山富邦生态养殖公司及养殖专业合作社，
把村民的绿色生态农产品陆续送进了机关、学校的
食堂。

随着扶贫进程的深入推进，这种既解决农产品
销路又能让村民得实惠的模式，在三斗米村之外的
云南、贵州等地得到推广。2018 年 12 月，富邦公司
与贵阳和赤水市的供销系统在赤水共同成立丹润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19 日，以销售乌蒙山深度贫困
片区贫困户农产品为主的赤水生态保供农产品直
供体验店正式开业，标志着东西跨区域协助扶贫联
动为乌蒙山百姓提供了新的销售平台。

和赤水市共同搞扶贫，“搞啥子？能成吗？”胡老
爷子又犯起嘀咕。

一大早，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来到超市门
口。当天，骄阳炙烤着大地，干燥的空气里没有一丝
微风。

“老爷子，这么热的天，你受得住不？”胡凌鸣问。
“没来头滴，不管事！”胡老草帽一摘，走进超市。

体验店里人头攒动，经食品安全检测后的乌
蒙贡米、竹笋、红薯粉条等扶贫产品已摆满货架，
看来看去胡老没忍住，他也花 193 块钱买了石斛、
赤水晒醋，“不能只当‘监工’，我还要支持扶贫事
业。”

(记者张海磊、刘智强)新华社成都电

贫困户身残志坚“独手”变“能手” 扶贫第一书记背后有个“老监工”

新华社海口电(记者赵颖全、李
金红)傍晚时分，海南五指山市通什
镇应示村村委会门口的篮球场上，
由村民自发组织的篮球比赛正在进
行。有别于其他篮球场，这个篮球场
上方 7 米处，由上百块光伏板组成
的“遮阳伞”格外引人注目。

驻村第一书记符亚娜一边观看
比赛，一边记录当天光伏发电数据。
符亚娜的手机屏幕显示，当日光伏
发电量 393 . 1 千瓦时，当日收益
334 . 1 元，累计收益已有 121988 . 2
元。符亚娜指着光伏电板说，“这个
‘空中电站’既是篮球场的‘遮阳伞’，
也是老百姓的‘金银板’。”

五指山位于海南中部山区，“九
山半水半分田”的地形地貌，严重制
约了五指山市山区贫困村的发展，
村集体经济“空壳化”现象严重。

符亚娜介绍，以前村里没有任
何集体收益，全村 288 户中有 102
户贫困户，目前村里仍有 7 户贫困
户。在帮扶单位中国海洋石油集团
有限公司的帮助下，去年 11 月，村
里建起了“空中电站”。

记者在篮球场旁的资料牌上看
到，应示村光伏扶贫电站总投资
123 万元，年收入可达 15 . 6 万元，
持续收益可达 20 年以上。

“发电站的所有收益形成村集体经济收入，可以
为村里 30 户贫困户、五保户每年分红 3000 元，未来
的收益村里还将通过‘一事一议’等方式确定支出。”
符亚娜说。

村集体有钱了，帮助老弱病残等群体改善基本
生活，更能为贫困户的脱贫致富带来了长期保障，将
来的收益还可用于包括乡村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
开展包括村内道路维修等小型公益事业。

“结合国家的光伏扶贫政策，我们因地制宜向
空间要发展。”五指山市副市长罗新增介绍，根据五
指山光伏扶贫整体规划，五指山市还将在全市 43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面推广建设光伏扶贫电站，预
计发电规模将达 9648 . 32 千瓦，惠及 2069 户贫困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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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70 年前，中国共产党从西柏坡迈开
“进京赶考”的步伐。

平山地处太行山东麓，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是集老区、山区、库
区、贫困区“四区合一”的特殊县份。“一面是光荣，一面是贫穷”的平山县在艰
苦条件中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依托红色圣地和绿水青山“红”“绿”两个优势资
源，平山县发展国家 4A 级以上景区 11 家、旅游专业村 50 个，培育农家乐 613
家，走出了一条旅游脱贫的新路子。同时，平山县把扶贫开发与美丽乡村建设
等协调推进，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产业“造血”基础。

老老区区人人民民新新生生活活

中图：这是西柏坡纪念馆(8 月 16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左上：8月 16日，西柏坡镇梁家沟村村民齐娜娜在民宿内整理客房。新华社发(梁子栋摄)
左下：8 月 16 日，在西柏坡文旅小镇内，村民李志慧(左)给顾客介绍本地生产的文玩

核桃。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右上：8 月 16 日，在西柏坡文旅小镇内，村民刘雅在自家农家乐内核算经营账单。

新华社发(梁子栋摄)
右下：8 月 16 日，在西柏坡，村民王新国驾驶电动车带领乘客观光游览。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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