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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10 月 15 日电（记者胡
星、汪军）文伟红儿时的梦想是当解放
军。他把梦想融入了一场特殊的“战
役”——脱贫攻坚战。

连续 7 个年头，文伟红驻点帮扶了
5 个贫困村。脱贫一个，即奔赴下一个，

他像战士一样，冲锋在最前线。
锯齿山下的大坪村，眼下正是百花

蜜采割的丰收时节，但驻村第一书记文
伟红没能见到蜂农的喜悦，也永远无法
品到蜂糖的甘甜。两个多月前，他在查看
扶贫产业时不幸触电，生命定格在
45 岁。

“我不相信他离开我了，

我现在只认为他还在大坪村

没回来。”

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是贵州
14 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13 年，沿河经
开区管委会干部文伟红开始了他的驻村
生涯，乌江岸边、武陵山深处，5 个贫困
村留下了他冲锋的身影。

翻开文伟红的驻村日记，“战士”的
烙印不时可见，他写道：“当好落实政策
的战斗员”“发挥脱贫攻坚突击兵作用”；
在给父母的信中，他写道：“我已做好了
充分的战斗准备……”

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土家族汉子
文伟红把自己当成是攻城拔寨的“战
士”。每到一个贫困村，他都瞄准最难啃
的硬骨头、最难解决的矛盾问题。

2016 年 3 月，贫困村麝香村规划发
展蜜橘产业。刚一起步，土地流转就成了
“拦路虎”，村里矛盾纠纷不断。文伟红任
驻村第一书记后，通过入户调查、开群众
会等方式，把村民想法统一起来，立马启
动土地流转。

背着包，装着笔记本，穿着水胶鞋，
家家户户跑，文伟红的工作情景，让许多
村民记忆犹新。一位 60 多岁的村民因为
土地纠纷多次上访，文伟红三天两头上
门做工作，有时一聊就是大半天，还到多
个部门查阅资料，把村民反映的问题处
理妥当。

中寨镇大坪村是沿河县最偏远的深
度贫困村之一，周围群山连绵起伏，高处
放眼好似锯齿一般，当地人称为“锯齿
山”。大坪村距离县城不到 110 公里，但
驾车需 3 个小时。2014 年，全村 372 户
1552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80 户

887 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57 . 15%。2018
年底，贫困发生率仍高达 22 . 29%。

这是文伟红帮扶的第 5 个村。2018
年 3 月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以来，文伟红
下大力气发展扶贫产业。

烤烟种植在当地历史悠久，但近年来
外出务工人员增多，愿意种烤烟的村民越
来越少。2019 年初文伟红从遵义市余庆
县引入一种植大户，打算发展 40亩烤烟。
没想到的是，村里将土地流转办妥后，对
方却认为生产成本过高，最终放弃合作。

这副担子怎么挑起来？文伟红想起
了妻子黎正芬。她在县城的一家企业上
班，早年在老家种植过烤烟。

“我在公司上班一个月 4000 多元，

他说现在种烤烟保证赚钱，连哄带骗把
我叫到山上来。”黎正芬说，人工费、肥料
费、煤炭费，大半年来家里垫出去的钱达
到了 11 万元。

9 月烟叶卖完，收益 10 . 1 万元，不
仅没有赚钱，还亏了钱。村支书高腾科道
出了其中的真情：“文伟红私下给我说，

搞这 40 亩烤烟，眼下赚不赚钱无所谓，

村民有务工收入就好。”

“我觉得他对事业太忠诚了，对党太
忠诚了。”黎正芬接受采访时泣不成声，
“我不相信他离开我了，我现在只认为他
还在大坪村没回来。他说过他把工作做
完了，两年过后就会回来的。”

“他就是基层干部的榜样，

不仅走到群众身边，关键是走

进百姓心间。”

记者在沿河县采访时，从干部和群
众的口中，听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伟
红。干部说文伟红“内向、话不多”，“他到
乡里来，通常都是工作几句话说完就走，
不多停一分钟。”中寨镇党委书记谭鹏飞
说。群众则说他“性格开朗，喜欢聊天，一
摆龙门阵就是大半天。”走到群众身边，
文伟红才像鱼得到水。

一方水土难养活一方人，易地扶贫
搬迁是大坪村的另一条出路。精准识别
搬迁户，动员村民搬迁是文伟红要处理
的大难题，全村 1500 多人，常年留在村
子里的不足 200 人，100 多户村民举家
外出在遵义市湄潭县和湖北省当阳市务
工，有的甚至在当地安了家。面都见不
到，易地扶贫搬迁难以开展。

高腾科说，为了摸清情况、宣传政
策，文伟红带队前往湄潭和当阳。在湄
潭，文伟红找了一间会议室给村民宣讲
政策，他要付租金，对方说这种精神太难

得，一分钱没收；去当阳，早上八九点从
村里出发，晚上十点到，跑了 730 多公里
的路，文伟红用三天两晚，核对清楚有
12 户符合易地搬迁条件。

“不远千里跑，担心电话无法核实准
确，现在全村搬迁 961 人，多数都是他上
门动员。”谭鹏飞说。“刚开始我不愿意
搬，但是文书记专门从老家过来讲政策，
让全家人都很感动，最后签字搬迁。”在
当阳务工的村民徐金霞说。

七八月正值烟叶烘烤时节，文伟红
常常穿着水胶鞋在烤烟地里跑，将烟叶
送入烤房时，汗水湿透了蓝色上衣，腿上
到处是稀泥。

戴着草帽，早出晚归，村头村尾，都有
他的身影。“文书记你自找的，自己造孽
哟！”70 岁的土家族老人田春梅心疼他。
文伟红听了笑着说：“我年轻，吃得了苦。”

就在牺牲前几天，文伟红和大坪村
村主任覃彪商量，尽快找人对蜜蜂管理
人员进行培训，200 桶蜜蜂是村里的扶
贫产业，只要通过帮扶单位验收，30 万
元的帮扶资金就可以立马到位。

他的心都用在群众身上。“见人就是
一脸笑，开口就是伯伯、伯娘，哪里像书
记嘛？”村民高腾仁说，赶集上下只要他
的私家车里有位置，村民都可以搭他的
便车。牺牲当天，他还用车载了多名村民
下地干活。

“他就是基层干部的榜样，不仅走到
群众身边，关键是走进百姓心间。”谭鹏
飞这样评价“战友”。

“爸妈，我向你们保证，等

这场战斗结束……”

“我的乖，哪个舍得哟！”田春梅从邻
居口中得知文伟红去世的消息，感到“突
然一下子，全身肉都散了”。在沿河一带
的土家人方言中，尊老爱幼、实干有为的
年轻人，才配得上长辈称呼一声“乖”。

7 月 22 日去世当天，文伟红把 81
岁村民张信龙申办高龄补贴的材料搜集
完毕，准备抽时间到镇上办理。张信龙听
说打印照片要收费，于是递了 20 元钱给
文伟红，但文伟红没有收。

面庞黝黑、头发花白的张信龙向记
者讲述当天的情形，泪眼模糊。“突然就
走了，可惜呀，他对每个人都好。”老人低
声的话语里，满是难过。

村民得知文伟红去世，连忙放下手
头的事情，跑到村委会办公室来看他。三
层办公室的楼道、对面山坡、广场、马路，
挤满了心急如焚的村民。那个夜晚，尽管
大雨，但他们守着，直到天亮。

前些年，大坪村贫困户崔素英儿子
去世后就一个人生活。从 2018 年 3 月
31 日文伟红主动请缨来当驻村第一书
记开始，崔素英就多了一个“儿子”。每
次经过她家，文伟红都要进门看看。

“乖走了，我一晚上没睡，接连几天
吃不下饭。”拄着拐杖的崔素英一边说
着，一边擦着眼角。

78 岁的高腾仁和 76 岁的崔素英，

先后两次到县城去看他，去送他最后
一程，100 多公里的盘山公路，老人每
次坐车要 3 个多小时。甚至很多外出
务工的村民都赶了回来。

“他根本上是一个农民，不带官气。”

每每说起，高腾仁仍旧情绪激动。他说，
文伟红对老年人最关心。今年初，他看病
回家，文伟红给了 100元钱，让他买点吃
的补身子。

想起这些，高腾仁忍不住要落泪。
他转头望向窗外，自言自语道：“人死
不能复生，如果能复生，我们大家群众
每人一把，都可以把他拉起来，你相信
不相信？”

2016 年麝香村脱贫摘帽；2017
年淇滩镇和平村摘帽；2018 年淇滩
镇彭华村摘帽；2019 年淇滩镇茶坛
村摘帽；2020 年大坪村即将摘帽。

这 5 个贫困村，都以告别贫困的
姿态，向“战士”文伟红致敬。

他连续两次推掉了组织对他的评
优表彰，他认为“只要无愧于这份工
作，无愧于这份责任就行了。”“我已经
40 岁出头了，荣誉多给年轻人，多激
励他们奋发有为。”

在给父母的信中，他写下了自己
的心声。

“爸妈，我向你们保证，等这场战
斗结束，我会经常在你们身边，陪伴
二老，尽一份儿子应尽的孝道，并向
你们讲述我的战斗故事！——不孝
儿：文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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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昆明电(记者王敬中、王长
山、魏玉坤、姚兵、杨静）云南省迪庆藏族
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三江并
流”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核心区域。高山峡
谷间，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江奔
腾不息，风景如画。

但这里也属于我国“三区三州”深度
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精准脱贫的决战打响后，一系列攻
坚举措瞄准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当地各族人民正逐步摘掉穷帽子，探索
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脱贫新路，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生态为本

转岗护林迎新生

“生态”转身是普达措国家公园居民
都杰七林的“脱贫经”。

58岁的藏族男子都杰七林家住迪庆
州普达措国家公园。他种青稞，放牦牛，家
里的藏房、田园和周围的雪山、草场、森林、
湖泊一道成为国家公园景色的一部分。

“以前，靠砍树、放牧收入很少。”谈
及过去，都杰七林不堪回首：一家 7 口人
种地、养牛，年收入最多时也不过 5000
元。粗放的生活方式，破坏了当地生态环
境。森林里的野生动物不断减少，至上世
纪 90 年代末，麂子、獐子等动物几乎销
声匿迹。

几年前，普达措国家公园建立后，实
行社区反哺政策，这让都杰七林有了三个
身份：香格里拉市建塘镇洛茸村村民、护
林员、“园民”。“一年仅领到的生态、草场、
旅游等各类反哺超过 5 万元，要是没有保
护好生态，这钱就没有了。”都杰七林说。

迪庆和怒江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由于地
处“三江并流”区域，这里水电、矿产资源
富集，保护和开发间的矛盾凸显。

贫困面广、程度深，环保压力大，脱
贫形势严峻，怎么办？迪庆州生态环境局
局长和雪涛说，我们按照“生态立州”战

略，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的关
系，践行生态文明价值理念，走上了一条
生态环保优先的绿色发展之路。

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脱贫实
践——

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迪政当村村
民龙德城是村里森林资源管护小队长，
既要管理村里的护林员，还要带队巡山。

“每月巡山不少于两次，有时一次要
走五六天。”龙德城说，村里 80 个护林员
巡护面积 80 多万亩，每月每人有 800 元
的补助，每个村小组护林员组长有 1400
元补助。

“精准吸纳建档立卡户参与生态管
护，实现了山上就业、家门口脱贫。”云南
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任治忠说，巡山护
林助增收，又方便照顾家中老小，实现了
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双赢。

“生态护林员+”模式，有效带动贫困
人口稳定增收脱贫。截至目前，迪庆已聘
用生态护林员近 1 . 7 万人，实现对符合条
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覆盖。怒江通过
聘用生态护林员，带动了 5 . 14 万名贫困
人口稳定增收，不断做大“生态蛋糕”。

这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
态自觉——

在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的滇金丝猴
国家公园，62 岁的护林员兼护猴员余小
德上午九点左右就背着 10 余斤松萝给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送早餐”。

“如果继续砍下去，树迟早要被砍
光。”年轻时砍过树、打过猎的余小德说，
后来巡山护猴。10 多年来，他跟生活在
自己村子附近的 70只左右滇金丝猴成
了好朋友。“猴子一听到我的声音、哨声，
就会叫着从林子里出来。”

余小德说：“猴子数量一年比一年
多，证明生态越来越好了。”

来自美国的自然资源管理专家毕蔚
林说，30 多年前自己刚来中国时，生活
在保护区周边的村民靠砍树、打猎为生，
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矛盾突出，如今中
国已探索了一系列社区共管的经验，老

百姓在保护环境中生活得越来越好。

易地搬迁

精准施策挪穷窝

“只要能过得下去，谁愿搬离故土
呢？”50 岁藏族汉子阿堆如今生活在迪
庆州府所在地的平坝上，开了超市，过上
了城里人的生活。想起近 300 公里外峡
谷里的“老家”，他仍唏嘘不已。

山高谷深、植被稀少、气候恶劣……阿
堆原来住在迪庆州德钦县羊拉乡规吾村，
说到老家的“村愁”，他掰着指头数不过来。

羊拉，藏语意为“牦牛的角尖”，全乡
平均海拔 4270 米，位于滇川藏交界的崇
山峻岭中，“人在路上走，鹰在脚下飞”是
这里的写照，其中规吾村条件极为艰苦，
产业培育难度大。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说起过
去，阿堆打开话匣：种地、养牛羊、捡野生
菌，可以填饱肚子，但收入少，交通、医
疗、教育也十分不便。雨季，常发生滑坡
和塌方，通往外界的公路中断，一些重病
患者因耽误治疗在半路上就去世了。

离开故土，怎么生活？绝境谋生，何
其艰难！这道生存选题曾困扰着一代代
规吾人。

改变发生在去年 11 月。在各级政府
努力下，规吾村 185 户 1000 余人搬到位
于香格里拉市州直公租房小区。阿堆一
家就此告别“老家”，住进了楼房。羊拉乡
党委书记立青农布说，搬迁后，村民将继
续享受原居住地草改、林改等惠农政策，

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不变。
搬出来，惠民政策不减；有营生，稳

得住、能致富。
98% 以上的土地为高山峡谷；基础

设施滞后，30% 的自然村未通公路；群
众大多居住在山高坡陡、峡谷缝隙、地质
灾害隐患点、生态敏感区……在紧邻迪
庆的怒江大峡谷，生活在这里的群众更
深刻体会到了“搬出来的幸福”。

全村 167 户中 125 户是贫困户；

2008 年前要靠溜索过江，一些村民打工
赚了钱，买了拖拉机和小汽车，只能停在
江东，无法过江开到家门口……怒江州
福贡县匹河乡托坪村党总支书记和建才
对过去的穷日子记忆犹新。

去年底，托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点竣工后，贫困户“拎包入住”。为了让
搬迁群众有稳定收入，政府部门在组织
劳务输出的同时，还建了草果编、棒球缝
制、竹编等扶贫车间，解决不能外出务工
村民的收入问题。

“十三五”期间，怒江将有 10 万人搬
入新房，村民变市民，开启新生活。

易地落新家，两头换新颜。
“一些百姓曾经生活在澜沧江沿岸的

干热河谷地带，山上基本不长树，耕地为
60度以上陡坡，生态脆弱。”迪庆州常务副
州长徐鹏声说，易地搬迁要解决脱贫问
题，更要保护生态。

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
有关数据，截至今年 6 月底，全省已有超
过 64 万名群众搬离过去的土坯房、竹笆
房，搬入安置房里，千年的安居梦想得以
实现；告别生态脆弱区，各族人民正在共
建共享更加美好的生态环境。

产业增收

绿色发展绘幸福

香格里拉市尼西乡藏族村落巴拉村
有着千年历史，这里的大峡谷如同画廊。
2008 年前，这个没通公路的村子被锁在
大山深处，村民生活贫穷落后。

“10 多年前，巴拉村是靠绝壁上一条
不到一米宽的人马驿道与外界联通，步
行到香格里拉城区要 5 天。”52 岁的村民
悟金七林说，乡亲们靠天吃饭，一年种的
青稞、玉米、土豆等只够吃两三个月。

为改变贫穷面貌，当地藏族农民企
业家斯那定珠倾其所有，10 余年来坚持
不懈，最终在绝壁悬崖上凿出了一条宽
6 . 5 米、长 61 公里的柏油公路。路通后，
破败不堪、土木结构的藏式老屋被修葺

一新，摇身变为景区。300 多名周边村
民在这里就业，户均收入达 10 万元
左右。

在怒江，这方美丽的山水也绽放
出了脱贫之花。为了突破大峡谷自然
灾害频繁、可耕地面积少等地理局限，
怒江州致力于念好“山字经”，唱活“林
草戏”，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生态保
护，一些紧靠旅游的“生态行当”涌现。
见到泸水市鲁掌镇三河村村民蜜

波四时，他正接待摄影师并引导他们到
自家“鸟塘”拍摄，繁忙之余，他满脸笑
容地介绍起自己的新身份——“塘主”。

三河村山高林密，野生鸟类种类
丰富。去年底，当地科技局选派人员到
三河村发展观鸟经济，评估环境容量
后，设置 15 个观鸟点——“鸟塘”，蜜
波四等 10 多名村民成为“塘主”，负责
为鸟类提供流动的饮水水源和食物，
并为摄影爱好者搬运器械、送饭等。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鸟塘”已
为蜜波四带来了 5000 多元收入，超过
他种地耕田的收益。

除了“塘主”赚钱，村里种的茶也
受到游客追捧，茶农们也鼓起了腰包。
“我们家 70% 的茶叶都被游客买了。”
种茶 30 多年的村民和大林说，现在茶
价很好，最贵的一斤茶卖到 2000 元。

吃上“生态饭”，念好“扶贫经”。目

前，迪庆、怒江初步形成了以大峡谷风
光、多民族风情等为代表的旅游景观，
构建起了核心景区带动周边群众、乡村
旅游带动沿线群众增收的发展格局。

生态为本，深度贫困地区走出了一
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脱贫新路——

3 年来，迪庆脱贫销号 6 万多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3 . 57% ；

4 年来，怒江 12 万多人摆脱贫困；
两州超 4 . 5万牧民告别传统产业，端

起了“生态碗”，森林覆盖率逐渐提高……
但这里仍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迪庆、怒江还有 15 万多贫困人口没
有脱贫，其中部分地区人与自然矛盾甚
为突出。贫困程度深、基础条件差、致贫
原因复杂，可谓“最后的贫困堡垒”。

驰而不息，一幅决战精准脱贫的
“生态画卷”正在云岭大地铺展——

重点攻坚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
生态扶贫等工作；从组织领导、帮扶力量、
政策举措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保障，打好教
育、医疗、住房“三保障”和饮用水安全硬
仗；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
坚持发展生态旅游业和高原特色农业、精
准吸纳建档立卡户参与生态管护……

“决不让一个民族掉队，决不让一
个民族地区落伍”。云南省扶贫办主任
黄云波说，明年全省 11 个“直过民族”

和人口较少民族将全部实现整族脱贫。

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云云南南““三三江江并并流流””地地区区决决战战精精准准脱脱贫贫的的““生生态态画画卷卷””

左图：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大坪村村民张信龙谈起文伟红时伤心落泪（10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星摄
右图：在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大坪村，文伟红（右三）与村民交流（2018 年 5 月 25 日摄）。 新华社发

▲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镇的滇金丝猴国家公园拍摄的滇金
丝猴（9 月 19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誉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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