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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调研组

新华社北京 9月 15日电十八洞村位于湖
南湘西花垣县，是武陵山区腹地一个苗族聚居
村，因村里有 18个天然溶洞而得名。这里虽然
山奇水秀，景色宜人，但因为交通闭塞，处于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群众生活长期徘徊在贫困
线以下。2013年，全村 225户 939人，人均可支
配收入只有 1668元，贫困发生率高达 57%。

2013 年 11 月 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来到这里考察调研，首次提出“精准
扶贫”的重要思想，使这里成为我国脱贫攻
坚历程中具有“地标”性意义的地方。5 年
多来，十八洞村在上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
锐意进取、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可复制、
可推广的精准扶贫之路。

苗歌唱变迁

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优美动
人的苗歌把苗寨人的生产劳作、生活习俗、
喜怒哀乐描绘得惟妙惟肖。在过去贫困的
日子里，十八洞村传唱的更多是生活的艰
辛和无奈：“苗家住在高山坡，坡上芭茅石
头多。不通公路水和电，手捧金碗莫奈何。”
现如今，脱贫攻坚使苗乡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十八洞村的苗歌又唱出了生活的
甜美和喜悦：“吃住不用愁，衣着有讲究；增

收门路广，票子进衣兜；天天像赶集，往返
人如流；单身娶媳妇，日子乐悠悠。”

踏着苗歌美妙的旋律，我们真切感受
了这个小山村今昔两重天的时代变迁。

从村口以参天大树为造型的迎宾拱门
出发，通村道路已变成水泥道。走进村子，
房前屋后都铺着平整干净的青石板，风格
一致的苗族民居修葺一新，黄泥竹篾散发
着自然的芳香。屋里都经过了改水、改厨、
改浴、改厕，厨房清洁，厕所干净，家家喝上
放心水，户户用上安全电。村里有了邮局、
银行，还建起农家书屋和诗社。村民们感
慨：“看看现在条件这么好，真不敢想象以
前那种道路坑洼泥泞、屋子破旧矮小、厕所
透风漏雨、猪仔就睡在床铺下的日子。”

坐下来拉家常，热情好客的苗寨人算
开了账：土地流转，每年有流转金；水厂开
工，上班的每月拿工资；乡村旅游势头很好，
农家乐生意火爆……每家每户都有多条增
收渠道，口袋里票子明显多起来。2016年，全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8313元，实现整村脱
贫；2018年，这个数字又增加到 12128元，是
5 年前的 7 .3 倍，原来几乎空白的村集体收
入每年也有了 50余万元。收入增多了，生活
条件自然改善。从前苗歌里唱：“三沟两岔穷
旮旯，红薯玉米苞谷粑。要想吃餐大米饭，除
非生病有娃娃。”现在则是火塘上长年挂着
腊肉，新鲜时令水果家家有。男男女女衣着

一新，许多人平常都打扮得如同节日一般。
这几年村民感觉最大的变化，是村里

旅游经济发展起来了，每天游人如织，人气
越来越旺，目前日均接待 2000人以上。被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称为“大姐”的石拔专老
人家是村里有名的“网红打卡地”，每天去
的人最多。开民宿的村民杨秀富遗憾地说，
只可惜自家房间太少，人一多就住不下。

过去，因为村里太穷，小伙子在外面谈
朋友都不愿把姑娘往回带，生怕吓跑了人家。
正如苗歌里唱的：“有女莫嫁梨子寨，一年四
季吃野菜，山高沟深路难走，嫁去后悔一辈
子。”2013年，村里 35岁到 55岁的单身汉就
有 39 名。如今，已有 30人脱贫又“脱单”，媳
妇全是外村人，不少人家还抱上了娃娃。
十八洞村的日子好起来了，知名度也越

来越高。近年来，该村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
国乡村旅游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荣誉
称号。电影《十八洞村》在全国热映后，这个
小山村更是声名远播。村民们讲，过去出门
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十八洞村人，现在都以十
八洞村为荣，一说十八洞村就感觉腰板很
硬、底气很足、精神很好。

写好精准篇

作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首倡之地，

十八洞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精神，让“精准”二字在这里落地生根。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十八洞村认识
到，精准扶贫首先就要把真贫识别出来，
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为防止出现“穷
人落榜，富人上榜”，村里建立规范化、程
序化的识别机制，明确“九不评”标准，严
格实行“户主申请、群众评议、三级会审、
公告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审批、入户登
记”的“七步法”，确保规则公平、程序规
范。为避免闭门搞识别产生“优亲厚友”的
嫌疑，村里将评定贫困户的权力交给群
众，实行全程民主评议、民主监督。由此
识别出的 136 户 533人，经公示大家都
没有意见。村民们说，虽然大家对贫困的
看法和感觉不一样，但是标准明确了、程
序规范了，就算评不上自己也心服口服。

精准发展特色产业。十八洞村的干
部群众清晰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院
坝里同大家座谈时，希望大家“把种什
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村里人
均耕地只有 0 . 83 亩，并且地块零碎分
散，无法规模利用，他们就转变思路搞
“飞地经济”，在县农业科技园异地流转
土地 1000 亩，村民以产业帮扶资金和
自筹资金入股，集中种植优质猕猴
桃， 2018 年获得收益 88 . 5 万元，预
计未来会稳步增长。十八洞的山泉水
甘洌洁净，富含矿物元素，他们就利
用资源入股，与企业合作建成十八洞
山泉水厂，村集体每年可获得保底分
红 50 万元。十八洞村自然风光秀丽、
山林资源丰富、苗族文化保存完好，
但这些资源长期开发利用不足，他们
就围绕发展乡村旅游这条主线，按照
农旅一体化的思路整合资源，着力打
造“旅游+”产业体系：成立农旅农民
专业合作社，根据乡村旅游需要流转
村民土地，统一规划开发；成立旅游
开发公司，打包开发全村旅游资源、
管理旅游产业；大力发展苗绣、黄桃、
油茶、蜂蜜等民族工艺和绿色环保产
业，为乡村旅游增色。“抱团”发展带
来了规模效应， 2018 年全村共接待游
客 3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00 余万
元，同时带动了民宿、农家乐的发展。
他们还因户施策，通过组织外出学习、
开展技术培训、进行市场对接等方式，
使家家户户根据自身实际找到了致富门
路：厨艺好的，开饭店；有多余房子
的，办民宿；会说普通话的姑娘小伙，
当起了导游；老年人就是在家门口摆山
货摊，也有一些收入。

精准激发内生动力。过去，一些贫
困户抱有等靠要思想，对通过自己奋斗
过上好日子不敢信、不敢想，更不敢干。
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深刻认识到，扶贫
先扶志，治贫先治根，必须把村民的精气

神真正提起来。他们通过换届，把讲政治、
有文化、能力强、群众信任的能人选出来，
建强村两委，发挥班子引领作用。十八洞
村是合并村，为避免村合心不合，他们就
举办篮球赛、文艺晚会，组织苗歌会、赶
秋节、过苗年、鹊桥会等文体活动，把村
民的心往一块拢、情往一处聚。他们注重
发挥典型带动作用，开办道德讲堂，评选
表彰“最美脱贫攻坚群众典型”，激发群
众争当先进的热情。他们创新推行“群众
思想道德星级化管理”，对每个村民当年
的行为表现进行量化评比，并以户为单位
确定星级、张榜公示。村民说：“星级化
管理这招真绝，当典型还是拖后腿都贴到
了家门口，谁想排后面啊！”如今，十八
洞村个个精神焕发，人人信心满满，不仅
致富决心大、干事劲头足，而且对村里的
事务也更热心了。 5 年来，对于村里各种
公共建设，村民累计自愿投工投劳 3000
余个工日。曾经在会场吵着要钱要物的龙
先兰，现在成了村里的养蜂大户，带动本村
12 户人家养蜂致富。

深山盼梦圆

“雨露阳光，润我家乡，饮水思源，自立
自强。”这是十八洞村新修订村规民约的开
篇语。十八洞村的脱贫实践充分说明，只要
有志气、有信心、有干劲，就没有迈不过去
的坎、爬不上去的坡。

如今，脱贫后的十八洞村民，对我们
党、对习近平总书记充满了朴实真挚的感
恩，对未来致富奔小康的前景充满了美好憧
憬和强烈期盼。总书记亲切看望过的 75 岁
村民龙德成，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入党。她
说：“今天的好日子都是党给的，看到有人来
我家堂屋入党宣誓，我感觉这支队伍特别光
荣。”已经开了两家农家乐的村民杨超文，谈
到打算目标更远大：“我以后要开农家乐连
锁加盟店，不管开到哪里，味道必须是‘十八
洞’的。”苗族汉子施六金则想把自家房屋让
出一部分来，给苗族制作手工银饰的匠人使
用。他说：“这个房子位置好，我想提供一个
平台，让大家把苗族文化传承下去。”

驻村工作队队长石登高告诉我们，脱贫
只是致富奔小康的第一步，十八洞村在各方
面还有不小差距，接下来一定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撸起袖
子加油干，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瞄准建设
“中国最美乡村”的愿景，全力打造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升级版”，组织全村干部群众向
着全面小康阔步前进。

湖南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结出“幸福果”

▲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民领取产业收益金。摄于 2019 年 1 月。新华社记者薛宇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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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桶牦牛奶的“新生”
新华社成都 9 月 15 日

电(记者黄玥、肖林、张超
群)周军毕业于西南科技大
学，今年 51 岁的他，多年
研究牦牛养殖技术。

今年 8 月，他加入四川
甘孜藏族自治州三祥农牧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任总畜牧
师。为了摸清牦牛的生长生
产情况，找到科学的养殖方
法帮扶藏区牧民，他在甘孜
州已前前后后奔波了 5000
多公里。

甘孜州是深度贫困地
区，受特殊自然、历史、地
理和社会等因素制约，经济
发展滞后，产业发展小散
弱，目前还有 12 个县 251
个村 7751 户亟待“摘帽”
脱贫。

甘孜州的另一面，是全
世界最重要的牦牛养殖地之
一。中国是牦牛养殖大国，
拥有牦牛 2200 万头，占了
世界总量的 9 0 % 以上。
2 0 1 8 年甘孜州牦牛存栏
189 . 58 万头，全州 18 个县
(市)均有养殖。

“牦牛是甘孜州的一个
巨大的产能，也是全球养殖
业最大的落后产能，还未产
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周军
说。

牦牛养殖的短板在他逐
步考察研究后有了答案：小群体无序自
由交配、近亲繁殖严重，牦牛品种退
化；高原地区季节不均衡导致牦牛营养
不均衡，夏秋季牧草充足，冬春季牧草
短缺，“夏饱、秋肥、冬瘦、春死” 8
个字说明了牦牛的生长情况。

贫困的伏笔在此埋下。
“我们已迈入商品经济社会，但甘

孜州巨大的牦牛群却未发挥
商品经济价值，这种现象还
普遍存在于藏区，一句话就
是 ‘ 捧 着 金 饭 碗 要 饭
吃’。”周军说，解决之道
就是引进现代科学技术，让
放牧和人工补料结合起来，
实现牦牛快速育肥，牧民增
收增产，草原环境改善，丰
富肉品供应。

他举例，过去放牧的牦
牛要 6 年才能长到 500 多
斤，如今 3 岁大的架子牛经
过不到 5 个月的科学养殖，
可以长到 500 多斤，况且 3
岁多正是牛肉质感最佳的时
候。

通过科学养殖，牧民净
收益可增加 1000 元以上，
草场资源可节省 40% ，生
态效益明显，还能为社会供
应大量优质肉品。

周军认为，贫困地区的
贫，在于贫产业，产业之所
以贫，在于贫技术、贫市
场。“技术不是科研院所庙
堂里头的技术，而是田间地
头实际操作的技术；技术也
不是一本书，不是一张光
盘，而是懂技术的人和有经
验的工作人员。”

“种植与养殖离老百姓
最近，产业扶贫要从这两个
方面入手，把田间地头的技

术教给老百姓，带他们做经济效益，做
能盈利的项目。”周军告诉记者，他希
望让老百姓从方法上脱贫，从技术上脱
贫，从市场上脱贫，做到授人以渔。

周军计划下一步在甘孜州折多山以
东打造牦牛科学养殖样板点，成熟之后
再逐步推广到折多山以西至甘孜州腹
地。

中国是牦牛养殖大国，拥有牦牛 2200 万头，占了世界总量的 90% 以

上，但“也是全球养殖业最大的落后产能，还未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解决

之道就是引进现代科学技术，让放牧和人工补料结合起来，实现牦牛快速育

肥，牧民增收增产，草原环境改善，丰富肉品供应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邹乐、肖林、张
超群)1995 年出生的根翁是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康定市呷巴乡俄达门巴村牧
民，虽然家里养了 100 多头牦牛，但她
此前做梦也没想到，祖祖辈辈用来制作
酥油的牦牛奶，还能做成可口的芒果味
牦牛奶冰激凌。

“这个冰激凌居然是黄色的，和酥
油的颜色一样！”第一次吃牦牛奶冰激
凌的根翁兴奋地告诉表哥四郎工布。他
们清晨一起载着挤好的牦牛奶，翻过海
拔 4300 米的折多山，运到位于康定市的
蓝逸高原食品有限公司情歌牧场工厂。
他们每人带了 2 大桶牦牛奶，桶也是公
司统一发的。这种保温不锈钢桶密封性
好，可隔绝细菌，保龄球瓶式的设计，
也方便牧区牧民用摩托车运输。

牦牛通常生活在海拔 3500 米以上高
原地区，一斤牦牛奶的收购价 6 元，约
比普通牛奶贵 4 倍。但牧民们想要挣到
这个钱，却不是那么容易。

送奶日，根翁等牧民们清晨 4 点左
右开始挤牦牛奶。为保证奶源质量，蓝
逸公司的检验员们要登记供奶牧民的身
份信息，还要检验牦牛奶的新鲜度，测
蛋白、脂肪、干物质含量等。然后，在
实验室检验是否含有三聚氰胺、抗生素
和磺胺等成分和微生物。蓝逸公司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不合格的牦牛奶会被拒
收。“甘孜地处高寒藏区，牦牛在草原
上散养，不容易出现疫病，而且只吃草，
不喂饲料，所以奶的品质高。”

32 岁的呷让和秋吉罗珠等几十位俄
达门巴村牧民一起来给公司供牦牛奶。
排队交奶的时候，大家脸上洋溢着喜
悦。“卖奶收入好咧！”呷让说，家里
2018 年仅给公司送奶就增收了 6000 多
元。

平均海拔超过 3500 米的俄达门巴村
位于被称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国
道 318 沿线，全村共有 182 户 825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40 户 181人。 2016
年 10 月，村里依托发展旅游、牦牛奶加
工等产业带动增收，实现脱贫摘帽。

如今，这个藏语意为“迁徙过来的
部落”的村子通过“企业+牧场+合作社+
牧民”的经营模式，让牧民把牦牛奶卖
出了好价钱。在蓝逸公司开始向牧民们
收奶的 2018 年，全村当年增收 46 万
元，牧民依托优质牦牛奶实现户均增收
5200 元。

“村里在建的奶站和奶吧让牧民们
充满期待，以后送奶更方便，不用翻越

大山，村里的牦牛奶也能卖得更多。”
俄达门巴村驻村第一书记井钟说，在帮
扶部门的引导下，村上已为贫困户购买
和饲养了 370 头牦牛，按照每头牛一天
产 3 斤奶计算，每户牧民每年可实际增
收 11340 元，进一步巩固了脱贫成果。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
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蓝逸公司生产
的“蓝逸”牦牛乳冰激凌等十几种产品
已在 20 个省(市)及电商平台销售。根翁
等牧民家的牦牛奶正在华丽升级，摇身
变为营养、健康的高品质消费品。

▲日前，在四川省康定市呷巴乡俄达门巴村附近，藏族姑娘根翁和自家的
牦牛一起拍照。 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贫困村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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