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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欧甸丘

石阡，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贵
州省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近日正式摘掉了
贫困“帽子”，为武陵山区脱贫史又增添了
光辉一笔。数年来，日以继夜的脱贫攻坚、
蓬勃发展的扶贫产业、如火如荼的基础建
设……凝聚成今日“三山巨变”，标志着武
陵山区在变绿、变富、变幸福的路上阔步前
进。

石山变青山

石阡大部分地区属喀斯特地貌，也是
武陵山区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素有“九山
半水半分田”之名。无处不在的石林构成
了一幅山区特有的天然画卷，也构筑了一
道难以逾越的贫困鸿沟。生态脆弱导致难
以快速发展，发展缓慢导致生态难以有效
保护，曾是困扰地区经济发展的桎梏。

“全县贫困发生率曾高达 27%，不谋
发展绝对不行，不计生态成本的发展同样
不行。生态脆弱区的发展，唯有坚守发展和
生态两条底线，走生态发展之路。”铜仁市
委常委、石阡县委书记皮贵怀说。

在石阡县龙塘镇，平地凸起的山梁蜿
蜒向北，绵延十多公里，跨越 11 个村庄，数
十平方公里的大山上，黑灰色的石头突然
窜出、直插天空，将贫瘠的土地切割成无数
个“小窝窝”。

官庄村位于山梁最北端，村主任李军
禄两年前曾尴尬地对记者说：“地里除了
长石头，其他都不长。地块小、土层薄，水
土流失严重，村里的历史上，就没有搞成
功过任何产业。”如今，环顾官庄，郁郁葱
葱的樱花树、金丝皇菊、茶叶为长满石头
的山梁盖下了高低不等、层次不同的绿色
“被子”。

石头还是那些石头，但山已不再是那
座山。“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治理，老百姓
的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金丝皇菊今年进
入丰产期，山梁上的 3000 亩新植茶园预计
两年后可初产。”龙塘镇党委书记兰显君
说。

石阡目前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

69 . 3%，比十年前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
“开展脱贫攻坚以来，我们把‘绿色发展’理
念贯穿全程，把茶叶作为主导产业，把果
蔬药、苗木苗圃、生态养殖作为重点产业，
把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结合起来，力求实
现生态保护与生态发展的共赢。”皮贵怀
说。

荒山变“金山”

两年前，来到国荣乡楼上村可以看到，
匍匐在山梁上的村庄一片萧条，农田大部
分荒芜，无人居住的木房子破败不堪。经过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村里的一块块荒地如
今变成了产业的高地，高效经济作物替代
了低效的传统农作物。拥有近 500 年历史
的历史文化名村——— 楼上村，如今成为石

阡乡村旅游的一大景点。
沿着楼上村的村道穿村而过，深红色

的紫薇花挤满枝头，生机勃发的金丝楠木
占据了每一块土地，新成熟的瓜果散发出
清新的气息。国荣乡党委副书记罗洪军说，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后，决定依靠楼上村本
地树种——— 楠木，发展苗木苗圃产业，两年
来已经发展 3000 多亩花木，替代了原来的
玉米、番薯等低效农作物。

记者在园区的育苗棚下看到，新育成
的楠木苗已经生长到十厘米左右高。“今年
播种 1 万斤楠木种子，已培育出楠木苗
1200 万株，可移栽 15 万亩国家用材储备
林，育苗基地每年可达 3000 万元以上育苗
产值。”负责经营这片农业园区的尹介华
说。

农村产业发展给村庄带来了更多绿

色，也带来了更多人气，不少曾在外务工的
农民开始回到村里工作。“一天可以拿一百
块工资，还可以学习楠木的育苗技术，还能
照顾到家，比在外面打工强得多。”曾在浙
江务工 20 多年的村民李德银说。

尹介华说：“2018 年以来，园区共发放
农民工工资 606 万元，务工群众人均工资
在每年 2 . 7 万元以上，其中有 199 名建档
立卡贫困群众长期在园区务工。”

石阡去年调减低效农作物 15 . 5 万
亩，新植茶园 6 . 2 万亩、果树 4 . 3 万亩、苗
木苗圃 4810 亩，茶园总面积达到 36 . 47
万亩，果园总面积达到 15 . 4 万亩。“村民正
在从原来的‘为吃而种’到‘为卖而种’转变，
经济效益激发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山上
再也找不到一块闲置的土地了。”罗洪军
说。

穷山变靠山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石阡大地切割
成一幅沟壑纵横、奇峰险峻的山水画，也
形成了无数道阻挡人们走出大山的地沟
天堑。城镇和村庄镶嵌在大山的褶皱中，
缺水、缺路的大山却难以养活一方百姓。
脱贫攻坚把自来水送进了农村的千家万
户，打通了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曾几何
时让群众苦恼不已的大山，已经成为老
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靠山。

缺水一直是大沙坝乡芹菜塘村的
“老大难”，以往每年七月到次年三月都
是缺水季节，村民靠“望天水”“屋檐水”
为生。“实在没法时，只能靠消防车从山
下运水，全村人排着队提着桶去接水。”
村民冉如森说，最盼望下雨，便可以把院
坝里、稻田中“窝窝”里的水，还有马路边
上“牛蹄印”里的水，用锅铲铲起来备用。

冉如森从来都不敢想象，如今打开
厨房的水龙头，便可获得源源不断的山
泉水。石阡县水务局局长李正春说，
2014 年以来，投资 3 . 9 亿元，实施人饮
安全项目 411 个，建设蓄水池 1151 个，
铺设管网 6215 公里，全县所有村组均安
装了自来水，基本实现家家户户“水质达
标、水量充足、水压稳定”。

解决缺水问题的同时，农村公路的
建设同步实施，道路通到哪里，产业便发
展到哪里。时下正值石阡黄桃出产的旺
季，中坝街道长坡村党支部书记冯再刚
没有再像过去那么焦虑黄桃的运输难
题，村级合作社的六万多斤黄桃四天之
内就全部销售一空。

“去年产业路修好之后，运输车辆可
直接开到桃园旁边，不用再肩挑手扛好
几公里，大大降低了黄桃的销售成本，提
高了村民搞产业的积极性。”冯再刚说。

石阡县交通运输局局长杨胜高说，
2014 年以来，投资 59 亿元，在崇山峻岭
间修建县、乡、村、组四级公路 3143 公
里，解决了全县所有农户出行“最后一百
米”的问题，基本实现“村寨公路户户连，
走路不湿鞋”。

武陵深处“三山”巨变 :石阡脱贫摘帽记

贫困户分红，靠“扶贫田”
立秋时节，在吉林省磐石市牛心镇

细林村，10 亩地的辣椒长势喜人，几乎
每棵辣椒秧上都挂着几十个小辣椒。这
块辣椒地是村里的“扶贫田”，再过半个
月，辣椒便可陆续收获，卖了钱利润全部
分给贫困户。

细林村村民肖长江经常来辣椒地
里拔草。他说，这 10 亩辣椒地平时都是
村里的党员义务照看着，“今年 5 月，村
里 20 多名党员一起下田栽种辣椒，党
员带头，我们村民有时也跟着一起干。”

目前，在磐石市 200 多个非贫困村
中，还有大量“老弱病残”贫困户。去年，
为增加这些村屯的扶贫项目，带动贫困
户增收，磐石市在各乡镇探索开展“党群
联建扶贫田”项目，组织区域内各单位开
展下基层义务劳动，帮助各村种好“扶贫
田”，发挥各级党组织的带头作用。

今年，牛心镇共发展“扶贫田”150
亩。牛心镇把镇上各单位、企业的党员组
织起来，使其参与到“扶贫田”的建设和

耕种中。牛心镇党委书记董福金说，栽
苗、除草、收获，全部由各单位党员带头
完成，光田间管理这部分一亩地就能节
约 400 元的人工成本。

细林村村民谭秀云和老伴因病致贫
多年。去年，她把村里分给她的辣椒种子
栽种在院子里，秋天辣椒成熟后，村里又
帮她把辣椒卖掉。“一亩多辣椒，加上村
里扶贫田的分红，去年增收 2000 多元。”

谭秀云说。

磐石市不少农业企业的党组织也积
极发挥作用，参与到“扶贫田”的建设中。

磐石市田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李德宝带领员工深入田间地头，将中
草药的种植技术教给贫困户，企业还参
与了“扶贫田”的流转和中草药的回收。

去年，磐石市打造“扶贫田”750 公
顷，发展辣椒、中草药、食用菌等扶贫项
目 418 个，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7271 户
实现户均年增收 4800 元。

(记者薛钦峰)新华社长春电

“扶贫车间”

助脱贫攻坚

▲ 8 月 22 日，广灵县旭隆工艺品制作有限公司员工在制作仿古灯笼。该公司在 6 个乡镇
设立了“扶贫车间”，培训并吸纳贫困户 450 人就业。近年来，山西省广灵县开拓思路，多渠道吸
引外来投资，鼓励动员当地经济能人、外出务工人员等回乡建设“扶贫车间”，实现建设多元化。

目前，全县核准的 76 家“扶贫车间”，共带动劳动力 2167 人，其中包括贫困家庭人员 1201 人，
实现了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脱贫。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穷窝窝翻身，靠“金果果”
初秋的辽宁北部山区，郁郁葱葱，瓜

果飘香。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天来村西
侧的“花果山”头，村民们正在护理果树，
再过一段时间，村民们种植的“鸡心苹
果”就要成熟了。

“别看我们这地处偏僻，咱这水果可
卖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日本等
地。这种鸡心苹果地头的收购价是每斤
4 . 5-5 元钱，出口到国外，能卖到 15
元。”55 岁的贫困户赵龙指着他的果园
对记者说，这几年，村里免费给他提供了
500 多株果树苗，他在自家地里种了 7
亩鸡心苹果，加上种植玉米等作物，一年
收入 2 万多元。

天来村距离西丰县城约 50 公里，地
处辽宁吉林两省交界处。曾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荒山多、耕地少、交通不便，全
村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是贫困户。不少
村民外出打工，不愿再回这个“穷窝”。

2011 年，镇政府征求村民意见，大
家一致认为应该选一个人品好、有致富
能力的人带领大伙一起发展产业。村民
们把目光投向了在四平做建筑生意的本
村村民付宝库。

“我在四平的生意做得还不错，所以
起初有些犹豫。但村民们确实需要致富，
镇里干部和村民找了我几次，我最终还
是回来了。”天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付宝库说。

回村后，付宝库与村干部、村民们谋

划产业发展：不能光种玉米靠天吃饭，
咱这山沟沟里得种点有特色的作物。经
过考查筛选，天来村引进了优质苹果品
种“鸡心苹果”，口感更好、营养更高、卖
价也比普通苹果高出几倍。

村里还建起了十几栋标准化温室
大棚，种植樱桃、草莓等水果。为了学习
樱桃培育技术，付宝库一趟趟往大连
跑。他打开一个抽屉，拿出一摞上百张
火车票：“都说咱辽北太冷，种不活樱桃
树，我就不信邪。这不也种成了？今年樱
桃采摘，咱这樱桃卖到 100 元一斤。”付
宝库自豪地说。

天来村借助扶贫资金和银行贷款，
建立起水果批发市场，村里的水果再也
不愁卖，还成了当地有名的水果集散地。

天来村党支部书记付宝库介绍说，目
前，全村年产各类水果 1200 多万斤，产值
超过 1300 万元。通过引导农户种植、村集
体经济分红、政策兜底等举措，全村 199
户、528 名贫困户全部脱贫，不少外出打
工的村民也都陆续回到了村里。

天来村的发展是西丰县脱贫攻坚
路上的一个小段落，也是当地依靠产业
带动群众脱贫的缩影。据西丰县扶贫办
主任迟泽光介绍，西丰县从 20 世纪 90
年代就被列为省级贫困县。到 2018 年
11 月，西丰县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实
现整体脱贫。 (记者孙仁斌)

据新华社沈阳 8 月 22 日电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李伟)“现在我们
已经准备转入凉鞋季，样板打出来了，为下
一季提前准备。”这段时间，杨克松忙着在
广东东莞、湖北十堰市竹溪县之间来回跑，
督促着排到 9 月份的 49 万双欧洲马靴订
单准时完成，迎接“砸来”的 40 万双凉鞋新
订单。

“80 后”杨克松是湖北省十堰市竹溪
县人，十几岁就到广东打工，一直在鞋业行
当里闯荡，后来在东莞建立起自己的鞋厂。
前年他回到老家开办了分厂，把车间建在
了蒋家堰镇，带动周边贫困群众在家门口
从事半成品鞋加工。

为啥要将分厂建到贫困山区，这笔账
划算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杨克松告诉记者，这
几年沿海地区工人用工不稳定，用工成本
不断升高，而家乡正在鼓励返乡创业带动
贫困户脱贫，前三年厂房租金，政府提供补
贴，正好对冲了物流成本。“两年多时间，家

乡的工人稳定了，技术熟练之后，劳动效率
上来了，不靠政府补贴，我们也能活下来，
今年已经开始盈利。”

如今，杨克松的景顺鞋材加工扶贫车
间，有 300 多人参与打工，120 多人稳定
用工，其中贫困户有 56 人。为了培养员工
的纪律意识、时间观念等素养，杨克松设
立全勤奖等激励，每月进行评优，干得好
的员工，最高一个月拿到 8000 元工资。

原来，刚回来办厂的第一年，杨克松也
曾发现一些问题：天气热时，不少员工要带
孩子出去玩；遇上天冷下雪、红白喜事，员工
就不来，甚至不请假，遇上赶工期的订单，有
时无法按时完成，这让杨克松感到苦恼。

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杨克松从广东调
来 6 名管理人员，对新来务工人员进行两
个月培训，然后开始计件管理。记者采访时
见到坐轮椅的贫困户甘金奎，他熟练地忙
着给鞋帮钉钉，两年里他几乎没有迟到旷
工，每月有 2000 元以上收入，去年已经脱

贫。
“谁能想到欧美大品牌鞋，是在秦巴深

山里做出来的，村里人在家门口‘打洋工’。”
甘金奎笑着说。

杨克松告诉记者，扶贫车间容易做死，
不少是因为质量不过关，然后失去了客户。
为此，他投入 200 多万元上马新设备，先从
低端品牌订单做起，等工人熟练起来后，再
接中高端订单。如今，他的鞋材加工扶贫车
间，已经接欧美、日本等订单，为一线品牌
代工。

“我们第一年接了 20 万双鞋子的订
单，第二年的订单量就到了 47 万双，今年
预计全年能达到近 80 万双的订单。”杨克
松说，做鞋是夏天做冬季鞋、冬季做夏季
鞋，一排就是半年的订单，订单不愁。

杨克松的景顺鞋材加工扶贫车间已经
步入正轨，“现在我们这 100 多号人已经是
一个团队，为了父老乡亲们，我们肯定会努
力走下去。”杨克松坚定地说。

秦巴深山，贫困户家门口“打洋工”

上左：石阡县国荣乡楼上村等待出售的楠木苗。上中：石阡县龙塘镇官庄村的茶园内套种的金丝皇菊。上右：石阡县国荣乡楼上村的
紫薇正开出艳丽的花朵。下左：石阡县国荣乡楼上村育苗棚下刚刚育出的楠木苗。下中：石阡县龙塘镇“十二山梁子”上茶园内套种中药材
“头花蓼”。下右：石阡县龙塘镇“十二山梁子”上茶园内套种的百香果。 本报记者欧甸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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