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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10 月 22 日电（记者李松）
在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勇飞
村，早在 3 年前就摘掉“贫困帽”的徐定英
一家，在 2018 年底却突遭横祸：徐定英的
孙女摔倒致颅内出血，两次住院前后花了
20 万元。

“摘帽不摘政策”——正当徐家人被重
病压得喘不过气来之时，健康扶贫措施及
时到位，伸出了“援手”。经过多重医疗保障
报销支持，徐家人医疗自付费用不到两万
元，解了燃眉之急。

经过持续发力，地处武陵山区的石柱
县，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 2019
年初，全县已有 1 . 64 万贫困户脱贫，贫困
发生率从 12 . 7%降至 0 . 87%。

“防返贫和促脱贫一样重要。”石柱县
委书记蹇泽西说。在石柱，各级干部紧盯着
两个数字：全县 1169 户尚未脱贫的贫困户
和 368 户虽已脱贫，但遭遇变故易返贫的
脱贫边缘户。无论是未脱贫户，还是脱贫边
缘户，都是贫困的坚中之坚，更是当前帮扶
的重中之重。

类似徐定英这样的脱贫边缘户，能从
因病致贫的重压下“翻身”，正是石柱县精
准发力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成果。“县里建
立了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多重
保障线，严格将贫困人口住院合规费用自
付比例控制在 10% 以内，累计向 43 万多
人次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救助。”石柱县卫健
委副主任谭祥权介绍。

除了医疗，住房安全、教育等基本保障
也要到位。驻村干部每月还要到徐定英家
做两次“家访”，重点查访每学期的教育资
助是否落实、C 级危房的补助款到账了没
有……一项项问得细，查得实。“及时落实
扶贫保障措施，就是为了防止这家人重新
滑入贫困陷阱。”石柱县扶贫办副主任黄德
平说。

落实“三保障”，关键靠筑牢民生“网
底”；要解决“两不愁”，重点是要有持续增
收渠道。“解决不愁吃、不愁穿的问题，不
能搞发钱发物‘一发了之’，低保兜底‘一
兜了之’这一套，而是立足石柱辣椒、中药
材、莼菜等优势产业促增收，产业扶贫对
贫困户‘扶上马’，更‘送一程’。”蹇泽
西说。

10 月初的武陵山区，淅淅沥沥的小雨
落个不停，火红的辣椒娇艳欲滴。在地里，
75 岁的石柱县上进村村民马世辉摘辣椒
手脚利落，不输年轻人。

石柱是重庆辣椒主产区，常年种植面
积 10 多万亩，光是搭上辣椒产业快车的贫
困户就有 2000 多户。

“我们种辣椒，一不愁技术，有专业合
作社统防统治，技术员下地指导；二不愁市
场，有龙头加工企业订单敞开收购。”马世
辉说。辣椒这项“火红”的产业让老马的生
活日渐红火，2016 年他顺利脱贫。

不光是“摘帽不摘政策”，第二年老马
还多享受了一项产业扶贫新政策：县里推
出财政涉农补助“配股到户”，让贫困户或
脱贫户参股到合作社中，依托产业持续
增收。

马世辉已经连续拿了两年扶贫股金分

红，每年又能增加将近 1000块钱收入，加上
其他收入，全家脱贫后的生活能稳定下来了。

“全县扶贫股权化资金已投入近 1 亿
元，近 5000 贫困户直接受益。”黄德平告诉
记者，在发展扶贫产业时，也不搞包办代
替，而是尊重群众意愿，鼓励贫困户擅长什
么就搞什么，什么赚钱就做什么。

最近，趁着山羊市场行情好，南宾街道
勇飞村贫困户陈光银抓住机会，卖了 7只，
挣了 7000 多块钱。

“村里山高坡陡，土地细碎，种粮种菜
难挣钱，但却有大片的山林草地，适合养
羊。”在去年，正当陈光银为养羊没有启动
资金发愁时，小额信贷扶贫政策及时为他

提供了帮助。
“从提出申请到放款，不到一周时间。”

陈光银用这无须抵押，不要利息的 5 万元
小额贷款资金，买进了羊崽，还修起了羊
圈，踏踏实实当起了羊倌，脱贫也有了
底气。

“全县已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2 . 34 亿元，专门用于支持贫困户创业、就
业。”黄德平说，产业扶贫的新思路还有不
少：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发展规模种养
殖；对缺技术、缺劳力的农户实行“代种代
管”“联养合作”；挖掘生态资源，发展乡村
民宿……各项措施持续发力，就是要让扶
贫产业强起来，贫困农户富起来。

防返贫和促脱贫一样重要
来自武陵山区重庆石柱县的脱贫实践

决战决胜集中连片特困区

▲农户向宋健（右）展示蜂箱内的蜜蜂（1 月 18 日摄）。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是重庆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2017 年以前贫困户占比超过 10% ，大部分居民年收

入不足万元。2016 年，“85 后”宋健响应“农业产业扶贫”号召，在中益乡政府支持下创办公司，带领乡亲进行标准化、科学化、规
模化蜜蜂养殖和蜂蜜采集。两年多来，蜜蜂养殖产业已覆盖中益乡 2400 多户农户，中益乡的蜂蜜凭借良好的品质获得市场认
可，2018 年仅蜜蜂养殖一项使每户平均增收上万元。 新华社记者唐奕摄

本报记者欧甸丘、汪磊

“曾经是顽石满山，如今是产业满山”。
位于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的关岭布依族苗族
自治县，国土石漠化比例曾高达 33 . 91%，历
经多年脱贫攻坚，不仅遏制了石漠化扩张的
态势，而且使这一比例下降到了 27 .88%。

土地石漠化在学界被称为“地球之
癌”。如何才能把治理“地球之癌”和精准脱
贫协同推进？贵州关岭探索发展石漠经济、
循环经济、混合经济，为推动石漠化地区脱
贫摘帽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石漠经济：花椒与仙人掌同框

在关岭县花江镇坝山村的石头山上，能
看到新奇的一幕：手臂粗的花椒树盖满了整
个山头，半米高的火龙果挤满了花椒树之间
的空地，连野草都难以成活的石山上，花椒
树和火龙果成了一对共生的“难兄难弟”。

50岁的本地农民曾德春说：“二十多年
前，这里还可以种玉米，后来土地越种越薄，
山上长期只剩下火龙果可以存活。”为了讨
生活，十多年前，曾德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开始引种花椒，才有了如今的满山花椒树。

“今年的纯收入达到了 30 多万元，光
工人工资就发了 6 万多。”曾德春一边熟练
地给花椒树剪枝，一边和记者闲谈。他算了
一笔账：家里现在种了 100 亩花椒，盛果期
的花椒树每亩能产鲜花椒 800斤左右，每
亩产值在 1 . 1 万元到 1 . 2 万元之间。为此，
他说服了大学毕业的儿子放弃考公务员，
跟随他一起种花椒。

近日，记者沿着省道 201 穿过花江镇
峡谷村，沿途随处可见火龙果种植农户支
起帐篷，把刚刚摘下来的火龙果摆出来叫
卖。“火龙果贩子的收购价是大果 4 块一
斤，中果 3 块一斤，小果 2 块一斤，今年我
已经得了 3000 多块的收入了。”峡谷村贫
困户谭明刚说。三年前，谭明刚把家里的 5

亩石旮旯土地种上了火龙果，今年种植火
龙果的收入预计可以突破 1 万元。

记者在峡谷村看到，由于缺少土壤，很
多火龙果苗都种植在巴掌大小的“石窝窝”
中，仅根部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土。“尽管种
植火龙果的效益还有待提升，但与之前种
玉米相比就强多了，也大大遏制了水土流
失。”峡谷村第一书记李能说。

“穷则思变，立足石漠化现状，做好产
业选择是关键。”关岭县委副书记韦锋说，
针对石漠化地区的土地环境特点，选择了
花椒、火龙果、牧草等产业，发展“石漠经
济”，目前已经种植花椒 3 万亩、火龙果 1
万亩、牧草 9 . 3 万亩，带动了全县 1 . 25 万
户农户脱贫致富，形成了治理石漠化与推
进脱贫攻坚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截至 2018 年底，关岭累计脱贫 17875
户 83303 人，实现 31 个贫困村出列，贫困
发生率从 2014 年末的 31 . 32%下降至目前
的 7 . 5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 0 1 4 年的 5 9 8 6 元，提高到了现在的
8807 元。

循环经济：牛粪当成“宝贝”用

“关岭牛”是云贵高原上独具特色的牛
种，成为了近年来关岭推进脱贫攻坚的主
导产业，全县存栏量达到 17 . 2 万头。

在关岭县新铺镇岭丰村硕民种养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牛舍内，11 名当地群众（其
中贫困群众 9 名）负责养殖 334 头“关岭
牛”。养牛场的牛粪清理系统每天自动收集
牛粪，并进行干湿分离、发酵、装袋。

“每天可以产出 80 袋牛粪肥料，以每
袋 6 元的价格出售，光牛粪的收入就可基
本支付 3 个养殖工人的工资。”岭丰村党支
部书记骆斌说，这样处理牛粪既不会造成
环境污染，又能够变废为宝。

养牛场的牛粪成为了附近农作物的天
然农家肥。三年前，新铺镇大盘江村的山坡

还是水土流失严重的石漠化重灾区，村集
体带领村民垒起石坝，将宝贵的土壤集中
在一起，然后种上李树，套种皇竹草。

“为了改善土质，提高土壤肥力，近几
年来，光购买牛粪肥料施肥就花了近 20 万
元。”大盘江村第一书记陈正江说。如今，沿
着盘山公路爬上大盘江村的山顶，道路两
边随处可见一簇簇生长旺盛的皇竹草，漫
山遍野的蜂糖李从石旮旯里顽强地生出
新枝。

另一部分牛粪则用来培育养殖“关岭
牛”的牧草。在岭丰村的 4 . 5 万亩牧草基
地上，2 米多高的皇竹草长势正盛，成为
了当地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片牧草
基地土层厚度不足 5 公分，乔木都种不
活。施用牛粪肥料大大改善了土质，每亩
牧草的年产量可达 20 到 35 吨，牧草每吨
价格 420 元左右。”新铺镇党委书记张向
华说，牧草长起来之后，山坡上水土流失
的现象也得到了有效遏制。

发展养牛主导产业，牛粪全部回收种
牧草、经果林等，收割牧草就近为“关岭牛”
提供饲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产业链。

据了解，截至 2018 年底，关岭县水土
流失面积降低至 407 . 9 平方公里，占全县
国土面积的 27 . 7 9% ，比 2015 年下降
3 . 01%。森林面积达到 116 . 33 万亩，森林
覆盖率 5 2 . 8 3 % ，比 2 0 1 4 年提高了
10 . 41%。

混合经济：从旁观者到主人翁

“发展扶贫产业，村干部必须入股”，这
是关岭县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和推进产业扶
贫的一个创新举措。“鼓励村干部入股，就
是要让这些产业发展的带头人多一份责
任。如果他们对本村要发展的产业都没有
信心，怎么能让老百姓有信心？”关岭县委
书记黄波说。

2016 年以前，关岭县断桥镇大理村仍

旧是集体经济“空壳村”。当村支书蒋大才
提出要发展牧草、莲藕种植时，村里大部分
群众都不相信能搞成功。“我自掏腰包 10
万元入股，村党支部副书记入股 5 万元，村
委会主任入股 1 万元。”蒋大才说，去年种
牧草的利润达到了 20 万元，赚回来了第一
桶金。

今年开始，大理村有村民开始主动提
出要入股合作社，跟着村集体种植牧草，还
有 6 户群众自发拔掉玉米、改种牧草。建档
立卡贫困户付小花一直在村里的牧草和莲
藕基地上务工，今年 6 月份拿到了 2500 元
工资。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以来，大理村
的合作社已经发放务工工资 66 . 6 万元。

新铺镇岭丰村党支部书记骆斌自掏腰
包 3万元，入股了村里的硕民种养农民专业
合作社，用于养殖“关岭牛”。“今年 3 月至
今，母牛总共产下了 90头牛仔，只有 2头没
能成活。每次母牛下仔前，我都是打起十二
分精神，整晚整晚地‘伺候’在牛圈里。”骆斌
说，“养合作社也是在给自己养牛，每损失一
头，亏损的钱里都有我的一份。”

断桥镇后寨村是关岭县有名的深度贫
困村，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时候达到 53%。
2017 年 4 月，该村党支部因班子不团结、缺
乏凝聚力，被评为软弱涣散党组织。2018 年
新的村党支部班子调整以后，5 名村干部共
掏出 5 万元入股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用
于发展土鸡养殖和种植李子树。

“村干部从发展产业的旁观者变成了主
人翁，管护产业的责任心增强了，新植的李
子树成活率达到了 90% 以上。”后寨村村委
会主任郭佳孟说：“村委会班子成员之间，村
干部和群众之间，有了最直接的共同利益，
进一步增强了全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关岭县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县村
干部通过现金、贷款等方式入股村级合作
社的资金达到 1700 多万元，激发了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的活力，目前全县农村集体经
济固定资产总额达到了 1 . 19 亿元。

脱贫攻坚，满山顽石变产业满山
治理“地球之癌”的贵州关岭样本

新华社福州 10 月 22 日电（记者
顾钱江、林超）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
习惯性地掏出手机，看了看备忘录，上
面写着“今天距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有
436 天，距建党 100 周年还有 618
天”。

“时间很紧迫，备忘录里定下倒计
时，为的是提醒自己加油干。”林占熺
说，他心中有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希望
菌草产业帮助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为
2020 年全国扶贫攻坚战取得最后胜
利献礼；希望用菌草在黄河沿岸建起
千里生态屏障，为 2021 年党的百年华
诞献礼。

在一般人眼里，草是平凡甚至渺
小的，但林占熺发明的菌草技术，使得
草不仅可以养菇致富，治理风沙，还可
以用来发电造纸。不仅如此，菌草还成
为全球反贫困的“奇兵”，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带去可持续发展的希望。77 岁
的林占熺至今活跃在一线，风尘仆仆
地到沙漠荒滩、黄河沿岸、非洲大陆等
地推广菌草。

“国家扶贫，匹夫有责”，这是林占
熺现在的口头禅，也是他发明和推广
菌草 30 多年执着生涯的缩影。上世纪
80 年代，福建农民大量消耗木材生产
香菇、木耳等食用菌，“菌林矛盾”日益
突出，林占熺忧心忡忡，开始尝试用草
来代替木头养菇。林占熺用简陋的设
备埋头苦干，在 1986 年终于成功地发
明了菌草技术，后获得日内瓦国际发
明展大奖。

如今，林占熺已筛选、培育菌草
45种，适宜用菌草栽培的食药用菌种
类 55种。菌草技术也从最早的“以草
代木”养菌，拓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
草菌物饲料、生物质能源与新材料开
发等领域。

“菌草已成为一门草学与微生物
学的新交叉学科。”林占熺感慨地说，
“草是人类生存发展重要的原料，菌草
目前主要用于农业，今后它更重要的
应用是在工业上。”

20世纪 90 年代后期，福建对口
帮扶宁夏脱贫，这也是中国东西部省
份扶贫协作的开端。林占熺带着菌草
到宁夏帮助农民种菇致富。从那时起，
菌草技术被推广至全国 31 个省份
500 多个县区，成千上万农民增加了
收入，林占熺也先后获得“全国扶贫状
元”“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

1996 年，林占熺团队又远赴太平
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东高地省
推广菌草技术。当地大部分地区还处
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部落阶段，困难重
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但林占熺带领的
中国菌草推广团队没有退却，他们因
陋就简，因地制宜，使菌草落地生根。

“我们很快利用当地野生菌草栽培出了各种食用菌，宣告成功的
时候，当地开了五千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升起五星红旗，奏响了义
勇军进行曲。”林占熺自豪地说。

从此，巴新人民将菌草称作“中国草”或“林草”，以表达对林占熺
团队的感激之情。被称为“巴新菌草第一人”的布莱恩·瓦义说，“菌草
迷”们有的自己改名叫菌草，有的用菌草给儿女命名，以寄托对生活
的美好憧憬。他儿子的全名就叫“菌草·瓦义”。

中非、卢旺达……林占熺团队已将菌草技术推广至 106 个国家，
菌草成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生工程、扶贫工程、生态工程。菌草中
心举办了 202 期国际培训班，帮助 100 多个国家的 7800 多名学员掌
握了这项中国技术。

第 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说，菌草
在世界各地对那些最可能落在后面的人——农民、妇女、儿童和残疾
人的生活改善产生了影响，“它绝不是无缘无故被称为‘神奇之草’”。

菌草帮助世界上的许多人找到了致富的门路，林占熺自己却没
有用它去赚大钱。

“如果走个人发财的路，自己成了亿万富翁也不算什么，我觉得
用技术帮助老百姓摆脱贫困，才是生命最大的价值。”林占熺说。在福
建农林大学的国家菌草技术中心，一块大理石上镌刻着“发展菌草
业，造福全人类”。

古稀之年的林占熺壮心不已，他发起了新的挑战——生态治沙。
在气候恶劣的乌兰布和沙漠，他们种下的菌草在 7 次“死而复生”之
后，终于制服了流沙，沙漠“长”出了绿洲。林占熺激动地说：“这么恶
劣的环境下都能成功，在其他地方也一定能推广开来。”

今年 9 月，内蒙古阿拉善菌草治沙基地的试验结果显示，菌草成
功固定了沙丘，且鲜草亩产量平均达 15 吨，一亩地产出近 4500 元。

“菌草技术填补了黄河流域种植多年生菌草的空白，为在黄河全
流域建立菌草绿色生态屏障开辟了新途径。”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副
秘书长张团员说。

国家菌草技术中心的会议室没有什么装饰，墙上一幅中国地图
很是显眼，上面用一个个红五星标记的，是沿黄河省份的菌草示范种
植基地。这是林占熺的菌草治黄作战地图。

但他说自己并不是将军，而是士兵。“我是一个还没有过河的卒
子，但即使过了河，也只会向前。”林占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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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
家林占熺在福建三明市将乐县的菌草灵芝示范基地查看村
民利用菌草种植培育的灵芝（6 月 19 日摄）。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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