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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9 月 2 日电(记者石超、张文静、文静)
要不是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牦牛乳(曲拉)交易中
心碰到记者，牧民拉马加可能还不知道，做了这么多年
曲拉，自己竟和雀巢、卡夫等知名企业“关系密切”。

“曲拉”源自藏语译音，说的是新鲜牦牛奶提取酥
油后剩下来的副产品，即奶渣。

过去，和大多数牧民一样，拉马加要么倒掉奶渣，
要么把奶渣晒干做成曲拉。曲拉就成了牧民日常食用
品或牲畜初春补充的饲料。

拉马加家住甘南州碌曲县尕海镇加仓村。这里是
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一部分。

“吃不完，卖不掉。”多年前，曲拉过剩，一度困扰着
拉马加和牧民们。直到遇到了甘南华羚乳品集团，拉马
加的“烦心事”变成了“甜心事”。

实际上，曲拉富含的牦牛乳酪蛋白是生产干酪素
的重要原料，而干酪素具有良好的黏合、成膜和光亮等
功能，被广泛应用于工业、食品和医药等行业，国内外
市场需求非常大。雀巢、卡夫等知名企业就是华羚乳品
集团的重要合作伙伴。

这家地处甘南州合作市的企业借助科技创新，建
立了技术研发团队，联合中国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等机
构，开展技术研发合作，不断提高曲拉附加值，开发曲
拉“高端”线路。不只是简单的买与卖。该企业还打造了
曲拉交易中心，并在乡村设立收购点，聘请牧民作为企

业员工，统一收购曲拉。
现在，拉马加干劲十足，因为“自己现卖现结，企业

从不赊欠”。
华羚乳品集团董事长敏文祥介绍，经过多年发展，

企业形成了“公司+基地+合作社+牧户”的产业化经营
模式，与农牧民建立了稳定的产业带动长效机制。尤其
是曲拉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其价格由最初每公斤
1 . 2 元上涨到最高时的每公斤 53 元，增长了 44 倍。

敏文祥表示，该企业累计投放牧区的原料收购资
金达到 86 亿元，带动甘肃、青海、四川等五省藏区牧民
10 . 6 万户 53 万余人发展养殖业。其中，带动了 2 . 95
万户甘南州牧民。

依托藏区丰富的原料市场，该企业规模越做越大，
带动效益日益明显。

作为企业指定的收购工，甘南州夏河县博拉乡村
民周加布几乎每天都要到收购点收鲜奶。“在家门口就
能把奶卖了，人很多，常常需要排队等候。”

除了做好收购工，周加布还会卖牦牛奶和曲拉，一
年下来，挣的钱多了起来，日子也好过了起来。

当前，合作市 970 户 5589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
于企业带动，稳定增收。牦牛乳、曲拉产业对牧民群众
户均年纯收入的贡献率达 45%。

甘南州委副秘书长郭路表示，曲拉的“变身”帮助
着越来越多农牧民脱贫致富。“世界稀缺、中国特有的
牦牛浑身是宝，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政府、企业和牧
民可以做的文章还有很多。”

目前，拉马加长年给企业供应曲拉，生产多少就能
卖多少。对他而言，“奶渣渣”真的变成了“金疙瘩”。

“曲拉”变身记：从“奶渣渣”到“金疙瘩”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大图：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那吾镇多河村一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挤奶工正在劳作（ 8 月 27 日
摄）。小图：这是 8 月 26 日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牦牛乳产业互联网原料交易中心拍摄的“曲拉”。

新华社记者陈君清摄

本报记者周文冲

已是夜里 11 点钟。满天星斗，夜凉如水。
40 岁的方文开车，冉小超和冉鹏两个 30 岁的小

伙子坐后排，他们三人都是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车田乡清明村的驻村工作队成员，方文是驻村第
一书记。这个晚上，他们刚在乡政府开完会，记者搭车
和他们一道回村。

汽车拐出车田乡政府院坝，没多久就进入坑洼的
土路。从这里到清明村，是一条蜿蜒的下山路。

车灯扫过山坡和杂草，转眼又照到另一边的护栏。

路过的一两处农家都不见亮灯。处暑时节的武陵山区，
夜晚退温快，摇下的车窗中，阵阵凉风吹走了睡意。

深夜里的大山，一望无际的黑。四个男人坐在车
上，正是讲故事的气氛。

“开回去得半个小时。”方文拉开话匣子，“本来还
有一条沿河的近路，最近修路被挖断了，咱走的这条路
也在拓宽。”车胎压过路面上的小石子，发出滋滋啦啦
的摩擦声音。

“下村扶贫两年，方书记已经被扎破了 10 多个车
胎。”冉小超接过话说，“这就是山区的特色；山里还有
好多毒蛇，给你看我拍摄到的蛇。”冉小超说，从去年驻
村以后，他不少朋友都叫他许仙，因为他在山里经常能
见到蛇，每次都猝不及防。冉鹏也说驻村才 4 个月，已
经碰到了 4 次蛇。

“这么晚了，路又不好走，你们几个为啥还要赶回
村里住啊。”记者问。“这是我们定的纪律。不管在乡里
开会到多晚，除非遇到道路断了等极端情况，都要回村
住。”方文说，他们的驻村工作队还有几个规矩：不在贫
困户家里吃饭、不乱慰问贫困户、少玩手机。

“现在年轻人离不了手机，我说要看手机回家吹着
空调看多好，来驻村就是要把更多精力用在工作上，才
不负青春年华。”方文说。

山路只有 4 米多宽，每到转弯处，方文都要鸣笛。
“我们这地方太偏，夹在两行大山中间，去县城开车要
三个多小时，所以一直发展不起来。”方文说，两年前，
他受重庆市林业局选派，来到清明村帮扶。

他的任务并不轻松。酉阳县是重庆尚未脱贫的 4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而清明村更是“贫中之贫”，是全县
尚未脱贫的 9 个村之一。

下弦月在树枝中忽隐忽现，照着山路，也照着出山
的艰难。方文说，这条路他几乎每天都要跑几遍。驻村
后第一个月，他和村干部、驻村队员一起走村入户，对
全村 164 户贫困户“一户不落”走访。

“走访贫困户时，我们吃两顿饭，早上在村委会吃一
大碗面条，中午回不来，就找一个红苕削皮生吃，垫一下
肚子，晚上回村一边总结分析，再一边吃饭。”冉小超说。

通过走访调查，驻村工作队发现，除了路不通，没
有像样的产业也是清明村致贫的原因。上午进村时，记
者沿路看到，村里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散种在房前屋
后，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洋芋、红苕、苞谷饭，一直是
山里人的老三样。改变农产品结构，说起容易做起来
难，当地老百姓不想试，也不敢试。

从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出来的方文，对院里近
十年的上百项科研成果挨个研究论证，选择了叶用枸杞

在清明村试种。“叶用枸杞对劳动力要求不高、收获周
期较短，适合这里。”方文有些激动地说，“去年我们在
村里试种了 120 亩，清明村生态条件好、昼夜温差大，
叶用枸杞长势和品质比其他地方还要好。”

冉小超说，村里建起的叶用枸杞科技成果转化
暨精准扶贫示范基地，年均亩产值超过 8000 元，带
动村民 50 户，其中贫困户 20 户。乡亲们有时候也亲
切地称呼方文“枸杞书记”。

方文和记者说起去贫困户付绍东一家走访的
事。付绍东的妻子患病卧床，读初中二年级的大女儿
一度不想念书。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入户做工作，
让小女孩重新走进课堂。赶在新学期开学前，方文给
女孩送去了一本《泰戈尔诗集》，之前她给方文发微
信说，想看这本书。

“在村里能施展的空间很大，我们不求多做，做
一件是一件，把每一件事做好。”方文说，“教育搞好
了，我们的下一代走出大山，才会不再受穷。”

“你看现在几条路同时修，尘土飞扬，可老百姓
都盼着呢。”方文接着说，过去这里交通欠账太多，现
在脱贫攻坚使劲赶，“这几条路年底前就能修好。你
下次来肯定又是一个样。”

11 点 40 分，汽车驶入村委会院坝，其他的工作
人员已经下班了，在这一片除了两户人家，只有我们
四个人。村委会停电了，方文他们搬出几把椅子，借
着太阳能的灯光，在院子里商量明天的工作。“我们
明早 7 点起床，上午陪外地来的专家参观枸杞基地，
下午走访贫困户。”

已经过了 12 点，几个驻村队员还不想睡，邀请
记者一起在院子里聊村里的新鲜事。在我们面前，是
一座座大山。群山之上，是满天繁星。

新华社南昌 9 月 2 日
电(记者陈建华、郭强、熊
家林)记者近期深入去年
脱贫“摘帽”的江西广昌县
采访发现，脱贫一年来，当
地脱贫不脱政策、不脱帮
扶，继续建立预警机制，防
止群众再返贫；推进扶贫
产业再升级，确保增收可
持续；开展感恩教育，激发
内生力。

今年，广昌县甘竹镇
罗家村脱贫户尧云红家的
结对帮扶牌上又多了一项
内容——— 黄色返贫风险预
警。

丈夫病逝，婆婆多病，
3 个孩子需抚养，政府安
排她到工业园区务工、为
她婆婆办理慢性病卡、给
孩子发放教育补助，尧云
红家于 2016 年脱贫。但这
两年，孩子长大外出求学，
家庭负担再次加重。

脱贫“摘帽”后，广昌
探索建立脱贫质量预警监
测机制，每年开展两次返
贫预警级别评定，根据脱
贫后家庭综合情况、是否
存在返贫风险，进行红 、

黄、绿三色标识。

今年，广昌开展了第
一次预警级别评定，全县
6768 户脱贫户中返贫的
红色标识户零户、存在返贫风险的黄色标识户 40
户，不存在返贫风险的绿色标识户 6728 户。

针对三类标识户，广昌分类施策制定下一步巩
固提升举措。将红色标识户纳入重点监测对象，对照
“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着力补齐短板；对黄色标识户，
在产业项目、金融扶贫上予以帮扶，稳定增加收入；
对绿色标识户，在扶智、扶志方面加强引导，提升“造
血”功能。

被评为黄色标识户后，帮扶干部让尧云红在园
区务工之余又兼职当了村里的护林员，每年增收 1
万元，同时为其上高中的儿子争取了教育补助。

穿行在广昌县水南圩乡，时常能在路边看到一
个个黑色棚房，闻到烘烤菌菇的浓郁香味。

菌菇和白莲是广昌两大扶贫主导产业，其中，白
莲种植面积 11 万余亩，带动 2300 多户贫困户每年
户均增收 2 . 65 万元；茶薪菇种植规模 2 . 3 亿筒，全
县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户均种植 1 . 2 万筒，每年户
均增收 1 万多元。但过去，这两大主导产业均以卖原
材料或初加工产品为主，附加值不高。

脱贫“摘帽”后，广昌将扶贫产业提质升级作为
巩固提升脱贫成效的关键举措，一方面引进壮大龙
头企业，成立白莲院士工作站、食用菌研究所等，另
一方面开展产业扶贫精准再对接，探索脱贫群众参
与现代、高效农业的新路径。

“我们培育了许多新品种，还通过精深加工大大
提升了附加值。”新落户广昌的福建正茸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志强说，依托他们公司，广昌正
推广“一乡镇一工厂、一户一车间”种植新模式，力争
将菌菇规模扩大到 10 亿筒，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在广昌致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款
名为“莲爽”的莲汁饮品，一瓶售价 12 元。公司董事
长陈荣华介绍，这个以莲子等为原料的高端饮品，远
销东南亚、欧洲等地。“现在，我们正在广昌开展‘千
户万亩工程’推广有机莲种植，打造有机莲生态种植
示范基地。”

脱贫“摘帽”后，广昌开展感恩教育，通过召开感
恩恳谈会、开设道德讲堂、树立脱贫典型等方式，引
导群众感党恩、跟党走。

“以前都是你们来家里给我讲脱贫政策，今天我
也要讲两句，感谢党的扶贫好政策。”在广昌县旴江
镇赖坊村扶贫座谈会上，脱贫户高上伙读了他写给
帮扶干部的感谢信。“过去，村里一来检查组，很多人
就诉苦诉穷，现在是感激党和政府，要发展思路和产
业技术。”赖坊村党支书罗叙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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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庆庆大大山山深深处处

有有一一群群采采笋笋人人

立立秋秋已已过过，，又又到到了了重重庆庆金金佛佛山山一一年年一一
度度的的采采笋笋季季。。在在世世界界自自然然遗遗产产金金佛佛山山，，生生长长
着着形形呈呈四四方方的的方方竹竹笋笋，，其其笋笋质质嫩嫩肉肉厚厚、、色色美美
味味鲜鲜、、营营养养丰丰富富，，被被喻喻为为““竹竹笋笋之之冠冠””““笋笋中中
之之王王””。。采采笋笋人人纷纷纷纷走走进进茂茂密密的的山山林林，，去去采采
收收这这份份大大自自然然的的馈馈赠赠。。

采采笋笋是是件件十十分分辛辛苦苦和和讲讲究究的的工工作作。。采采
笋笋季季，，采采笋笋人人一一般般要要在在竹竹林林深深处处条条件件艰艰苦苦
的的小小木木屋屋里里呆呆上上约约 4400 天天。。他他们们首首先先会会砍砍伐伐
老老竹竹，，为为方方竹竹林林疏疏密密和和储储备备肥肥料料，，然然后后本本着着
““采采小小留留大大、、采采低低留留高高、、采采远远留留近近””的的竹竹林林法法
则则进进行行金金佛佛山山方方竹竹笋笋的的采采摘摘。。运运气气好好的的采采
笋笋人人每每天天能能采采到到 66000000 多多根根金金佛佛山山方方竹竹笋笋，，
一一个个采采笋笋季季下下来来，，可可增增收收 77000000 至至 1100000000 元元
左左右右。。

据据介介绍绍，，重重庆庆南南川川区区现现有有方方竹竹笋笋林林超超
过过 1100 万万亩亩，，每每年年采采笋笋季季都都会会吸吸引引超超过过 11 万万
多多人人采采笋笋，，成成为为了了当当地地农农村村脱脱贫贫致致富富的的特特
色色农农产产业业。。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刘刘潺潺摄摄影影报报道道

上上图图：：88 月月 3300 日日，，金金佛佛山山上上的的一一片片方方
竹竹林林中中，，一一名名采采笋笋人人寻寻到到合合适适的的方方竹竹笋笋后后
进进行行采采笋笋。。

下下图图左左：：88 月月 3300 日日，，金金佛佛山山上上的的方方竹竹
林林内内，，一一名名采采笋笋人人给给新新鲜鲜的的方方竹竹笋笋去去壳壳。。

下下图图右右：：88 月月 3300 日日，，金金佛佛山山上上的的一一家家
笋笋场场工工棚棚内内，，5577 岁岁的的采采笋笋人人周周启启培培在在往往煮煮
笋笋的的大大锅锅中中加加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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