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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尚才

翻过一座又一座雪山，穿过一片又一片牧
场。记者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出发，越野车在
深山里穿行 8 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位于喜马
拉雅山脉腹地的楚鲁松杰乡巴卡村。

临近黄昏，山村寂然。记者在村口见到了巴卡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卓玛——黝黑的皮肤，一双疲惫
的大眼睛，身穿一条牛仔裤，运动鞋上沾满泥土。

1992 年出生的卓玛原是楚鲁松杰乡政府
的干部，一年前到巴卡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巴卡村共 50户 180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就有 20户。

卓玛到村里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而是
挨家挨户走访村两委班子成员。一个月下来，她
基本摸清了村里致贫的原因：巴卡村地处深山，
群众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等靠要”思想严重。

转变群众固定思维模式何其艰难。“把我的
补贴按时发给我，我就脱贫了。”“地不多怎么丰
收？牦牛不让多养怎么有钱？”面对这些“落后调
子”，卓玛不厌其烦地给群众解释国家的惠民政
策和生态保护政策，做思想工作，动员人们到工
地打工，购买卡车跑运输……

2019 年初，札达县等 25 个县（区）宣布退
出贫困序列。虽然脱贫了，但另一个问题却困扰
着卓玛，如何巩固提升脱贫的成效？

看着村里边境小康村、公路改造项目开工
建设，卓玛心里有了盘算：筹建一个集体产
业——农牧民运输队。

和村两委班子成员认真讨论后，大家都认
为这个项目可行，项目也得到乡、县认可。很快，
“农牧民运输队”扶贫产业项目正式获批，还获
得 290 万元的产业扶持资金。

买什么车？谁来开车？怎么分红？谁来养护？
卓玛心里有了初步的想法。建档立卡贫困户大
多无劳力、没技术，只能聘请非贫困户来开车；
机器养护、司机工资、贫困户分红按 2：3：5 比
例划分。

来到村子的第二天，卓玛前往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征求意见，记者也随她前往。

巴卡村下辖巴角、卡热两个组，两组相距很
远。皮卡车翻过一座山，又冲下一条沟，一路颠
簸，头不时会撞到车顶。

“我已经练就了一套随车摇晃的扭摆功夫。
再远的路，只要群众能到达，我就能到达。”这一

年，不管是河水暴涨还是大雪封路，群众在
哪，卓玛就到哪里。

说话间，已经来到了卡热组。
腿脚不便的扎西努布老远迎了过来。55

岁的扎西努布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
是 5 个孩子的父亲，最小的儿子旦增曲达才
9 岁，还患有疾病。卓玛对他说，召集一下组
里的贫困户，和大家商量个事。

对于产业收入划分，建档立卡贫困户都
没有意见。“在政府的帮扶下，我们脱了贫，生
活有保障。如今，又帮我们筹建运输队，有这
么好的政策，加上我们努力，生活肯定会越过
越好。”扎西努布代表贫困户说。

天色渐暗，一场没有文件和发言稿的村
民大会在村委会召开。卓玛和村干部群众围

坐在院子里，你一言我一语热烈讨论着……
最终决定聘请索南旦增等 4 人为运输队司
机，确定了司机工资、贫困户分红等事项，农
牧民运输队的事就算有了着落。

在深山，卓玛不仅要教育群众转变观念，
还要督促大家勤劳致富。“过去，不少群众靠国
家补贴紧巴度日；现在，群众都争着学电焊、盖
房、开车技术，有些人还出山打工做生意，日子
越过越好。”巴卡村党支部书记次白益西说。

到村任职后，卓玛学会了种青稞、给牲畜分
栏、测量水源等多项技能。一年前巴角组建牛
棚，她干脆就借住在村民欧珠多杰家，和大家一
起干活。白天男人们砌墙、上房梁、焊铁架，她就
和妇女们做饭、和稀泥、抱石头，衣服上沾满泥
土，大家笑称她“美卓玛变成了土卓玛”。

高原深秋，好消息也从巴卡村传来：村里
购买的 1 台装载机、4 辆卡车、1 辆物流车和
1 辆皮卡车，已全部安排到乡里的工地接了
项目，目前已创收 20 余万元，预定到年底收
入会更可观。

卓玛说，这几年群众住上了宽敞舒适的
新房，“等靠要”思想转变得很快。“这是村里
发生的最大变化，也是我最想看到的变化。希
望群众的思想观念转变得再快一些，增收的
渠道再多一些。”她说。 新华社拉萨电

“美卓玛变成了土卓玛”

脱贫攻坚风采录·驻村干部

忙完箬叶采摘季，又忙完“十一”黄金周
乡村游高峰期，杭州市桐庐县凤川街道甘竹
村村民潘定惠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
间了。

忙有忙的收获，在刚刚过去的四、五个月
里，依靠采摘箬叶和接待游客，潘定惠的口袋
里多了两万多元。而像她一样，在这个偏远的
山村里，一个村民几个月增收几万元并不是
新鲜事。

“以前你来，还会有村民称我们是‘苦竹
坞’，但现在基本上没人再提‘苦竹坞’这个

‘曾用名’，而会自豪地说出‘甘竹村’这个新
村名。”潘定惠说，在凤川街道的山区，每年都
会长一种野生小笋，青翠细嫩但口味苦涩，附
近的一个自然村也由此得名——苦竹坞。

20世纪 70 年代，原本靠卖木炭、卖柴火
维持着艰难生计的苦竹坞村民，认为过上好
日子必须要先有个好名字，于是大家合议把
村名从“苦竹”改成“甘竹”，名字寄托着村民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承载着大家伙改变
苦日子的决心。

靠山吃山，甘竹村村民想尽法子在山里
面寻找可以致富的资源，漫山遍野自然生长
的野生箬叶进入他们的视野，早上七八点出
门上山，午后两点左右背上 50 斤箬叶回家，

收购箬叶的商人会挨家挨户，以五角钱一斤
的价格收购，一户人家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便
有了着落。

然而村民个人采摘的箬叶质量不一，
2005 年至 2009 年经常出现滞销的情况，
“有一年虫害比较厉害，箬叶发黄而且叶子
也偏小，村民摘回来的叶子基本上都被收购
商拒绝了，大家都白辛苦一场。”村民李竹
萍说。

在街道党工委的帮助下，甘竹村所在的
行政村——大源村在 2010 年成立了专门的
箬叶合作社，与嘉兴老字号粽子厂“五芳斋”
对接销售，“我们对合作社社员进行培训，让
他们按市场标准采摘，箬叶的质量、品相、利
用率都大大提升。”合作社社长黄盛陆说，比
如箬叶收购标准是长度达到 38 厘米，宽度在
7 厘米以上，村民在采摘时也能心中有数，不
白费力气。

大源村党委书记李铖介绍，起初合作社
是销售烘干后的箬叶，但粽子厂采购后要二
次加工处理后才能使用，极为不便。合作社看
到这个客户需求，便改进包装保鲜技术，将干
叶换成冷鲜叶，全程冷链运输，运出大山的箬
叶价格也从过去的两三元一斤提升到 1 角钱
一片，每年 6至 9 月需求旺季，一个村民每天

仅采摘箬叶给合作社，就有近 200 元的收
入，一个采摘季下来能增收 1 . 5 万到 2 . 5
万元不等。

“自从包装技术改进后，2018 年箬叶
开始供不应求，供应五芳斋就达到 200-
300 吨，还有其他中小型粽子厂也来订货，
一年也有 200 吨左右的供应量，今年订单
量又上涨了 30%。”黄盛陆乐呵呵地讲述
着箬叶如何改变着山村百姓的生活。

一支箬叶是村民改变贫穷状态的“破
冰石”，也成为让外界了解甘竹村的一个
渠道，箬叶走出了山村，更多人则是走进
了山村，绿水青山的原生态风貌变成偏僻
村庄的“无形资产”。今年“十一”整个
大源村接待外来游客量达到 2000 余人，
采摘完箬叶，村民们又开始在自家招待起
游客，吃农家菜、体验农事活动、感受自
然气息，平均一位游客每天的食宿费在
200至 300 元。

如今甘竹村山间的野生小笋苦竹仍
在，但它不再是村民们弃之不顾的山野植
物，而是换了样貌，成了村民和游客摆在餐
桌上偏爱的农家小菜，忆苦思甜，别具
风味。

（记者黄筱）新华社杭州 10 月 9 日电

乌英苗寨青年梁秀前去年花 7 万
元购置了一辆小汽车，这是他购买的
第 6 辆车，从摩托车到面包车，从货车
到小轿车，不断升级的车型，折射了他
生活的变迁。

“有车的感觉真好。”10 年前，梁
秀前从广州将第一辆摩托车骑回寨子
时，在家里木板墙上写下了这句话。位
于广西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的乌英苗
寨，与贵州交界，是融水最偏远的村屯
之一。苗寨人对车的最初印象，还要从
梁秀前的父亲梁安合说起。

“以前只在画本看过，直到公社里
开回了一辆拖拉机，我们就知道，这是
车了。”梁安合说。

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乡里的梁秀
前，第一次见到车，就爱上了这个“大
家伙”。回家后，梁安合用木头造了一
辆，很快成了最受苗寨小朋友欢迎的
玩具。“还造出方向盘控制方向，小孩
子可以骑上。有的村民不会做，要我帮
忙，我说拿酒来换。”梁安合乐呵呵
地说。

儿童骑着木头车的快乐，无法填
补村民生活的窘迫。水泥路 1978 年就
通到乡里，却迟迟不到乌英苗寨。村民
主要生计是种地，但产量少，不够吃，
他们还要扛着木头，翻过一座山、淌过
一条河，走 4 个小时的路到乡里去销
售。混着红薯、木薯的杂粮粥，是苗家
人最常见的饮食。

1994 年，梁秀前到乡里中学读
书。每年 183 元的学费，成了家里无法
承受的负担。“第一年东拼西凑，到第
二年，没钱了。”

最终梁秀前选择了辍学。1995
年，乌英苗寨唯一的初中生梁秀前搭
上前往柳城县的班车，成了寨子里为
数不多外出打工的青年。

梁秀前的第一份工作在柳城
县的红砖厂开机器，做得好的话，
每月有 1 8 0 元的工钱。一个月就
赚够一年学费，梁秀前也想过回去读书，但是他每月
大部分的工钱要寄回家买米，读书也就成为一个渐渐
远去的梦。

打工第二年，厂里的老板买了辆摩托车，全厂加菜庆
祝。“如果我每个月能存钱下来，我一定也要买辆摩托车。”
梁秀前心想。此后多年，他辗转多地务工，每个月都只留极
少的生活费，其余的一概寄回了家。

希望发生在 2006 年。一天，梁安合寄信说，家里种
了杂交水稻，米够吃了，不用再寄钱来了。杂交水稻让村
民终于能吃饱饭，还有了余粮。外出打工 10 余年的梁秀
前，这时候才感觉自己真正走出了大山，从黄土地的束
缚里挣脱。

好消息接二连三。2008 年，父亲又来信说，家里通了公
路，还有一公里就到寨门口。梁秀前难以置信，马上请假回
家，看到一条蜿蜿蜒蜒的砂石路。“真的通路了！”他记起 3
年前和朋友许下的诺言，哪一天家里通了路，就回家，他又
记起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买车。

2008 年底，梁秀前开着摩托车载着妻女出现在乌英苗
寨，全寨都沸腾了，这是寨子的第一辆车！

2009 年，乌英苗寨的第一个大学生吴辉忠走出大山，
到南宁求学。而回到大山的梁秀前开了寨子里第一个小卖
部，经常开着摩托车外出谈业务。回到寨子的第二年，他花
费 18500 元购置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并开了寨子里第一家
木材加工厂；第三年，他又购置了一辆更大的二手车来
拉货。

2012 年，梁秀前的第 4 辆车进了门，也是一辆二手车。
“我们的明天会更好。”父亲在家里木墙上写下这句话。

2015 年，当地大力实施脱贫攻坚，一年前梁秀前新购
入、用来跑长途的二手货车，此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寨
子实施危旧房改造、饮水、电改等工程时，梁秀前开着他的
货车一趟趟拉回物料。他也见证苗寨换了新颜：水泥路直通
村民门前，村里有了更安全的水、更稳定的电、更干净的生
活环境……

在扶贫干部的积极推动下，2017 年，乌英苗寨成立党
英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梁秀前成了合作社的带头人。他们
开垦的荒山变果园，特色种植产业成了苗寨脱贫致富的新
希望。

2018 年，梁秀前的第 6 辆车进了家，而大学毕业后的
吴辉忠，选择进入柳州的一家车企，从事制造汽车的工作。

如今车子已不是乌英苗寨的奢侈品，寨子里几乎家家
户户都有摩托车，4户人家有了小汽车，还有不少人准备考
驾照。 （记者吴思思、黄孝邦）新华社南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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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苦竹坞”到“甘竹村”
浙江一个小山村的发展变迁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广西兴业县聚焦义务教育
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住房安全保障和饮水安全等方面
存在的短板，全力打好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和饮水安全“四大战役”，切实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兴业县通过抓好优化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精准落实助学政策、实施精准控辍保学行动、“双线
四包”等工作，实现贫困学生“有学上”“上得起学”“不落一
人”的目标任务。稳步推进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
建设，加大各项医保政策的落实力度，让贫困群众“有地方
看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少生病”。加大贫困人口危房
改造兜底力度，对难以筹措资金的极度贫困户危房改造按
建设成本全额补助，对自筹资金能力较弱和投工投料能力
极弱的贫困户通过修缮加固、租赁等方式兜底解决住房安
全问题，确保所有贫困人口不住危房。

今年以来，兴业县以“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和“提高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为目标，筹措资金 359 万元，通过新建蓄水
池、城镇供水向农村管网延伸等举措，实现供水覆盖人口
5170 人，其中涉及贫困人口 568 人。同时，加快实施贫困地
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提高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
水普及率，确保供水保证率和水质达标率显著提高，确保今
年底全面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何少凤）

广西兴业县：

聚焦脱贫“四大短板”

打好扶贫“四大战役”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
杜一方、曹国厂）“原来啥农活
也做不了，几乎没有收入。现
在我和老伴帮忙削红薯皮，两
人每天能挣 100 元钱左右。”
今年 63岁的范志华家住河北
省隆尧县莲子镇镇东范村，他
幼时因打针右腿落下了残疾。

今年以来，莲子镇镇以
邢台薯乐食品公司为依托，
建起 7 个特色红薯种植示范
园，677 名贫困人员加入特
色红薯种植初加工致富项
目。村里像范志华这样的“闲
人”如今都有事干、能挣钱
了，这要从“支部手牵手”党
建新模式说起。

今年莲子镇镇创新打造
“支部手牵手”党建新模式，
来自全镇 23 个村的党支部
成员经常一起开会，共同探

讨致富路。“我们通过与东范村党支部手牵手，
让本村弱劳动力在家门口参与红薯削皮初加
工，实现稳定脱贫。”隆尧镇西柏舍村党支部书
记张培昌带领村党员、村民代表，也参与到莲子
镇镇“支部手牵手”中来。

莲子镇镇党委书记王振锋说，“支部手牵
手”实现了支部与支部、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互
通。先进带动后进，互通致富经验和项目。通过
培育农业产业龙头，推行“企业+支部+农户”的
发展模式，打造一体化脱贫致富产业链，逐步实
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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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老满今年卖了 100 多头牛，但这并不
是他家的全部收入，因为家里养的蟹还会有一
笔进账。

51 岁的老满名叫那仁满达呼，家住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呼和木独镇巴音温都
尔嘎查，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养牛大户，周围
的人都爱叫他“老满”。就是这样的一个养牛大
户，从去年开始在库布其沙漠深处养起了螃蟹。

说起老满家的螃蟹，还得从杭锦旗引黄河
凌水进沙漠讲起。

老满的家在比邻黄河的库布其沙漠腹地，
常年缺水是他以前最头疼的事儿。“沙漠里有几
个自然形成的柴达木，牲口喝水靠它，人喝水只
能靠打深井，风沙一大，水就少了。”老满说。

老满口中的“柴达木”是蒙古语的音译，意
为“低洼、有水、长草的地方”，是沙漠里仅有的
绿洲。而沙漠北边的不远处就是黄河，流经的杭
锦旗是黄河流域流经最长的旗县，每年长达

120 天左右的凌汛期给沿岸地区带来了极高
的灾害风险。

一边是水害，一边是沙害。沙会掩水，水
能润沙。如何让两者达到一个平衡，杭锦旗人
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经过调研论证，2014 年凌汛期，杭锦旗
利用黄河南岸总干渠和牧业分干渠，首次将
凌水成功引入了库布其沙漠腹地。“在黄河凌
汛高水位时将凌水引入沙漠低洼地，进而形
成水面，以此来改善沙漠生态环境，达到减轻
防凌压力和治沙的双赢目的，变水害为水
利。”杭锦旗水利局局长刘海全说。

2014 年引水尝试的成功，让杭锦旗人看
到了治沙防汛的新希望。

2015 年至今，杭锦旗已累计分凌引水近
2 . 1 亿立方米，显著地减轻了凌汛压力。不仅
如此，如今的库布其沙漠腹地形成近 20 平方
公里的水面和近 60 平方公里的生态湿地，有

20 多种植物自然恢复生长，10 多种水鸟在
这里长期栖息。

“目前杭锦旗在库布其沙漠形成了沙水
相连的自然生态格局，促进了生态系统的恢
复，而且也为周边农牧民带来了显著的收
益。”刘海全说。

曾经恶劣的生态环境让很多牧民不得不
退出沙漠。如今，生态的恢复吸引着牧民重新
回到沙漠，回到“柴达木”变多的沙漠。

曾经老满家只能养几十头牛，而现在他
的养牛规模已经达到了 700 余头。老满算了
一笔账，现在养牛规模翻了好几番，一头牛平
均可以卖 1 万元，收入也是翻番地涨。“有水
了，有绿地了，我就能养更多的牛了。”老满
说，“这样的养牛规模在过去可是真的不敢
想。”

让老满以前不敢想象的不仅是养牛的规
模，还有在沙漠里养殖水产。

老满家有 8800 亩草牧场，这其中有近
1000 亩“柴达木”。看着越来越多的水，身
为牧民的老满琢磨起了水产养殖。“ 2016
年我尝试在水里养鱼，可是水域面积太大，
我缺少养殖经验，好多鱼都游跑了。”老满
笑着说。

去年，老满和专业的养蟹人合作，在自家
的“柴达木”试着养起了螃蟹。“现在我家的螃
蟹大个的每斤能卖 50 元呢。”在老满看来，自
己从放牧“跨界”水产养殖的效果还不错，明
年他准备在扩大螃蟹养殖规模的基础上继续
丰富水产的养殖品种。

“未来我们规划将黄河凌水继续向东引，
进一步扩大水利治沙的效果，让沙漠的生态
环境继续得到改善，让更多和老满一样的农
牧民能够在库布其沙漠吃上生态致富饭。”刘
海全说。

（记者朱文哲、贝赫）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牧民老满在库布其沙漠养了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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