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9 元 年价 324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 3 0 7 3 9 7 9 、6 3 0 7 2 0 7 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 1 0 - 8 8 4 0 6 6 1 7 、1 3 9 0 1 1 0 2 5 4 5

8 版

2020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陈琰泽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29 日电（记者刘兵、杭芮）红柳烤肉、
酸奶粽子、胡辣羊蹄、薄皮包子……每当夜幕降临，各种美食的
诱人香味便从灯火通明、炊烟缭绕的新疆和田夜市飘散开来。近
年来，随着新疆旅游业的日益红火，汇聚地道特色美食的和田夜
市在成为网红打卡地的同时，也为当地助力脱贫攻坚、带动就业
铺就了道路，很多贫困户通过在和田夜市经营特色美食实现了
脱贫。

每天天色微亮，家住和田市伊里其乡的坚乃提罕·喀迪尔就
和丈夫阿卜杜麦麦提·祖力普开着电动三轮车到附近的一家屠
宰场采购羊肉、羊杂。她差不多要用整个白天的时间将买来的羊
肉羊杂洗净、切块、腌制、穿串，傍晚再运到和田夜市里的烧烤
摊位。

“虽然每天起早贪黑，但比起以前的穷日子，累一点是很值
得的。”坚乃提罕很珍惜自己在和田夜市的烧烤摊位，正是这个
小小的摊位，帮助她家走上了一条“舌尖上”的脱贫致富路。

坚乃提罕家是和田市城郊典型的贫困户，无地无业，靠着丈
夫打零工维持全家 5 口人的生计。回忆起以前的穷日子，坚乃提
罕忍不住心酸落泪。

2016 年，作为和田地区旅游和特色餐饮文化“名片”的和田
夜市开业了。为助力脱贫攻坚、带动就业，和田夜市摊位面向和
田地区各县市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招租。坚乃提罕通过申请，很
快就获得了一个摊位，和田夜市管理部门还减免了她半年的摊
位租金。

“土生土长的和田人都懂点烧烤技术，我和老公把希望全放
在夜市的烧烤摊了。”坚乃提罕说。从此，夫妻俩白天在家加工各
种烤串，晚上一起经营夜市摊位。从红柳烤肉的腌制入味、烤羊
腰子的去腥去骚，到烤肉时火候的把握，每天夜市歇业后，坚乃
提罕都会和丈夫根据当天的客流情况进行分析，不断改进服务。

随着烧烤技术的日益精进，坚乃提罕的烧烤摊生意越来越好，
2017年她家就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2019年，丈夫阿卜杜麦麦提·
祖力普在和田夜市又租下一个摊位卖抓饭，每天销售额在 500 元
以上。通过经营两个摊位，坚乃提罕家每月收入最多可达万元。

为更好地向游客展示和田特色美食和民族歌舞，通过旅游
业带动当地群众就业促脱贫，2019 年 1 月，经营面积更大、美食
摊位更多的和田新夜市正式营业。记者从和田夜市管理部门了
解到，截至目前，和田夜市已帮助和田市及周边县的 260 余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新华社贵阳 6 月 28 日电（记者向定杰）在云贵高原的乌蒙
山上，有一个备受关注的扶贫战场，它的名字叫威宁彝族回族苗
族自治县。作为贵州省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县，这里脱贫攻坚
任务艰巨。

“威宁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一样东西三个叫法，一
句玩笑话折射的既是产业单一的无奈，更是生活条件的艰难。进
入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期，改变传统种植习惯、调整产业结构迫在
眉睫。

在一个天高云淡的夏日，记者来到离县城 60 多公里的迤那
镇中海村，还没下高速，远远就能瞧见一大片绿油油的果林，上
面还覆盖着白色的防雹网。

走近时看到，成行成列的苹果树枝头上已有鸡蛋大小的果
子，青涩中透着红润。下到地里，树根部位水管正在滴灌，行与行
之间还长着青草。

果园里，还有一群正在劳作的农民。他们的脸颊上，带着像
苹果一样的“高原红”。“一早就来干活了，今天要把自己负责的
这片地全部翻松，还要疏果，这样苹果才长得好。”回族大姐马本
娥停下了手中的锄头，热情回应道。

她告诉记者，自己来基地务工 4 年了，一天工资 80 元，一个
月下来能有 2000 多元的收入，加上土地流转和分红的钱，年收
入有 4 万元左右。

“今天算少的，只有 18 个人，多的时候有 100 多个。”64 岁
的村民彭文才说，威宁种苹果的历史也有 100 多年了，只不过以
前零散，现在引进企业来打造，更成规模了。

当过村干部的彭文才，从 2015 年就在基地当起了管理人
员，每月保底工资 3000 元。“我还入股了 31 亩地，一年有 2 . 5
万元的流转费。”彭文才说，过去当地石漠化严重，风沙很大，土
地是七分种、三分收，人们全靠苞谷洋芋度春秋。

在场的威宁超越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建文也算了一笔
账：苹果每亩年产值在 15000 元以上，大约是种玉米的 10 倍，是
种烤烟的 3 . 3 倍。

“威宁纬度低，平均海拔 2200 米，日照强，种出来的苹果味
道甜脆。”侯建文表示，5 年前他们从陕西过来，就是看中了这里
独特的种植条件。从 2015 年开始流转土地，2016 年开始栽树，
目前基地已逐步进入丰产期。

“放到市场上可不愁卖！”侯建文说，威宁苹果深受北京、上
海、广州等大城市市民喜爱。

“已经初见成效。”4 年前调到迤那镇任党委书记的陈超笑
着说，这几年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种树。现在全镇种了 2 万亩苹
果，仅在中海村就有 6000 亩，覆盖农户 4056 户 17232 人，其中
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656 户 2952 人，一年发放工资金额就达
600 余万元，真正实现了基地建在家门口、打工不用往外走。

记者了解到，威宁苹果目前已成功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国家绿色食品等多项认证。全
县苹果种植面积 50 万亩，挂果 30 万亩，预计今年产量可达 25
万吨，产值在 15 亿元以上。

贵州威宁：

高原种遍“红火果”

新疆和田：

夜市点亮“幸福灯”

▲新疆和田夜市商贩展示刚刚切好的瓜果（ 5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菲摄

新华社昆明 6 月 29 日电（记者杨静）奔
腾的怒江未曾停歇，日夜奔涌向前。但江边的
托坪村仿佛被时光锁住，难以摆脱贫困。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乡
的托坪村地处怒江西岸，与东岸的乡政府一
江之隔。然而怒江成为全村难以逾越的屏障，

村民出行长时间只能靠溜索、吊桥，买来的拖
拉机只能停在东岸，少数村民还在过江时
丧命。

托坪村的群众从未停止对江东的向往，
他们希望住进安全的房屋，但最想要的是一
座大桥，能冲破大江阻隔、跨越贫困的大桥。

去年初，托坪村的群众搬迁到怒江边的
托坪安置点，告别危房。大桥梦在去年 10 月
得以实现，由三峡集团援建的“托坪大桥”建
成通车，让村民欣喜不已。

通车当天，村民普四三百感交集，眼角渗
出了泪水。“要是早点建成通车，孩子已有 26
岁了。”普四三说，2009 年，自己孩子晚上回
家经过江上吊桥时，因为桥体当时没有护栏，
从桥上跌落，第二天才找到遗体。

“能说汉话、见过汽车，就算是见过世面
的人了。”普四三说，村里曾有一所小学，因条
件太差，有老师来没多久就走了。而孩子要上
学，就必须先学会过溜索，往往上学时年龄就
比较大了，所以很多村民文化水平都比较低。

一些村民告诉记者，溜索时代，村里有好
几个人都掉落江中，有的连遗体都没找到。

王小林 1994 年结婚来到托坪村时，是他
这辈子第一次滑溜索过江。“现在回想起来，
比坐飞机还害怕。”王小林说，每次滑溜索都
像是过了一次“鬼门关”。有一次带着儿子过
江时，溜索在中间停了下来，只能靠手扒拉过
去，到岸时已精疲力竭。

“溜索时代，大家不敢奢求脱贫，能安全
往返就是幸运了。”托坪村党总支书记和建才
说，过去大家生活窘困，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过
江都是靠溜索。极端的交通条件限制了大家
的出行，也阻碍了外界与村里的联系。

2008 年社会捐资建成的吊桥是村里的
“二代桥”，相比溜索已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伴
随着出行条件的改善，村民外出接触新鲜事

物更加方便，一些新鲜事物进入到村子。
尤其是精准扶贫以来，在各级部门的

帮助下，村里只能种玉米、土豆、核桃的传
统得到了改变，有了草果、茶叶等新鲜事
物。在与外界交流频繁的同时，村民的思想
发生了转变，大家开始学习技术、积极外出
务工。

在易地搬迁安置点的扶贫车间，一些
群众已经学会了缝制棒球，用草果杆编织
工艺品。

而过去长时间生活困顿的杨三波，
在得知托坪大桥可以通汽车时，做了人
生中最大的决定：买一台榨油机。去年 10
月，他咬牙向银行贷款了 5 万元，又向亲
戚借了 2 万元，最终凑了 8 万多元买了
一台榨油机，在安置点开始加工核桃油、
漆油。

福贡县产核桃，虽然核桃仁小，但油脂
含量高，是压榨核桃油的好原料。同时，当
地群众还爱吃漆油，而全乡还没有一个加
工厂，因此他决定为商贩代加工。

记者见到杨三波时，他和妻子正在忙着
加工核桃油，投料、捡油饼。虽然满头大汗，但
他不觉辛苦。

“再也不想过苦日子了。”杨三波说，他的
老家在托坪村最远的村民小组，一家住在土
坯房内。从江边到家需要步行 5 个小时左右。
小时候没有老师愿意来村教学，所以他没有
上过一天学。

“托坪大桥通了，托坪村真的变通达了。”
杨三波说，从乡政府开车到村里只需要 5 分
钟，商贩进出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因此他榨
油的生意越来越好。去年 10 月到今年 4 月，
已有 1 万多元的收入。这比得上在山上一年
草果的收入。

夜幕降临，居住在匹河乡集镇上的村民，
从吊桥上走过，来到托坪村的广场上锻炼身
体，而后又从托坪大桥散步回家。

“村子发展好了，大家就不再羡慕江东
了。”和建才感慨道，溜索、吊桥、托坪大桥，这
三座桥见证了村里的发展变迁，也将见证托
坪村更美好的未来。

滑过溜索，走过吊桥，盼来大桥
托坪村架起脱贫桥：三座桥见证怒江小山村发展变迁

新华社西安 6 月 29 日电（记者刘彤）两
条分别名为“哭咽”“东拉”的小河在村口汇
聚；因为水流冲刷形成的“三角坪”在这里显
现……没错，这里就是著名作家路遥所著小
说《平凡的世界》里“双水村”的原型，也是路
遥的故乡——陕西省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
村。当记者来到这里时，已经摆脱贫困的人
们，在竣工不久的三角坪广场讲起路遥的过
去和对村民们的激励……

位于清涧县城北 30 公里、紧邻 242 国道
的王家堡，是典型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小山
村。沟沟峁峁，道道山梁，种地养殖都没法依
靠，全村 297 户 972 人中，曾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 86 户 197 人。

按辈分划，今年 57 岁的贫困户冯奋贤和
路遥属于侄叔两代。由于黄土地里实在“刨”
不出什么，从 18 岁开始，他就跟随当地匠人
学习木工手艺。十几年的吃苦耐劳，让有一技
之长的他远近闻名，家里的光景也渐渐好了

起来。“一段时间内，我感觉自己就是《平凡的
世界》中开始创业的孙少安：只要肯干、苦干，
吃了上顿没下顿、眼望黄土干叹气的穷日子
就会改变。”他说。

生活也确实如冯奋贤所愿：家里不仅在
同村人中较早吃上了白面，还较早购置了电
视机等家用电器，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

“没想好景不长，我和爱人先后‘害’下了
胃病和冠心病，家里渐渐‘坐吃山空’，沦为贫
困户。就靠 6 亩地的小杂粮养全家，‘靠天吃
饭’渐渐消弭了我们的斗志。”他说。

看着冯奋贤从全村致富“先进”变成了
“后进”，帮扶干部、村两委会成员、村小学教
师徐斌等都很着急。怎么办？怎么帮？大家经
常聚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目的就是为了让
正处壮年的冯奋贤重新振作起来，用自己的
双手迎来幸福的新生活。

他们帮冯奋贤和爱人联系权威医疗专家
治疗，控制住了病情，并为他们办理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在解决他们后顾之忧后，看着
“自甘人后”的冯奋贤仍不愿靠双手“打出”
新生活，大家想到了“用身边的典型教育、
感化”这个“笨办法”。

“路遥年长我几岁，我小时候经常在村
里见到他的身影，有时候，他们几个大娃娃
还会带着我们上山、下水。《平凡的世界》中
双水村的地理地名、人居状况、山山水水以
及方圆数十里的城镇村庄，都能在这里找
到踪迹。让冯奋贤再次熟悉《人生》《平凡的
世界》中那些耳熟能详的场景，向他讲述路
遥身患重症仍笔耕不辍、坚持创作的精神
并写出鸿篇巨制的事迹，一段时间内成为
我们的工作‘常态’。”徐斌说。

受到路遥精神的启迪，从 2019 年开
始，冯奋贤重新拿起了刨子、锯子等工具打
造各类家具，当年他家收入就达 1 万多元，

顺利摆脱了贫困。路遥的那句名言“要像牛
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也成了冯奋贤

的口头禅。
清涧县委书记温江城说，路遥和他的《平

凡的世界》感染了一批老乡脱贫致富。脱贫攻
坚战役打响以来，王家堡以乡村旅游为主、山
地苹果和绿色养殖为辅的产业格局初具雏
形。目前，全村在册贫困户 5 户 14 人，贫困发
生率 1 . 44％，已退出贫困村行列。

榆林市委副书记杜寿平说，按照“村村
过硬、户户过硬、人人过硬”的要求，榆林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市贫困人
口由 2014 年底的 48 . 63 万人减少到 2019
年底的 1 . 82 万人，累计减贫 46 . 81 万人；贫
困发生率由 16 . 3％ 下降到 0 . 6％。到 2019
年年底，全市 902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８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解
决。“未来，我们将在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中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打
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和生活富裕的新榆林。”

走出沟峁，找准产业：路遥故乡脱贫记
《平凡的世界》里“双水村”原型：曾有贫困人口 197 人，目前已退出贫困村行列

“九分石头一分土”，龙开村山多、地薄、
水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0 . 8 亩，是南宁市
56 个深度贫困村之一。毛鑫和当地党员干部
群众一起，咬紧牙关啃起这块硬骨头。2017
年 11 月至今，龙开村已经有 142 户 504 人
实现脱贫，目前还有 4 户 15 人未脱贫。

今年春节过后，为了集中精力打赢最
后的脱贫攻坚战，毛鑫直接把 68 岁的母
亲、10 岁的女儿和 1 岁多的儿子带到村里
来住，让本来在南宁市区上小学四年级的
女儿转学到加方乡中心小学读书。“这是不
得已的选择。我爱人工作很忙，没有太多时
间照顾小孩，我这边脱贫攻坚工作很多，没
时间经常回南宁照顾他们，我只好把他们
都带到身边来。”

现在，毛鑫每天早上起来先送女儿到
加方乡中心小学，然后进屯入户做扶贫工
作，晚上又要接晚自习下课的女儿回来，兼
顾两头的她忙得团团转。

毛鑫的努力付出得到群众的赞许和认
可。她连续两年荣获“马山县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称号，2019 年荣获“南宁市直机关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一切，都是为了不
辜负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
当。”她说。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图文

 6 月 29 日，在龙开村上路屯，毛鑫
（右十）和驻村工作队员、村干部、村民一起
商量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龙开村的临时住房里，毛鑫（左
一）照顾儿子廖多么和女儿廖曼汐吃夜宵

（6 月 28 日摄）。

 6 月 29 日，在广西马山县加方乡，
毛鑫（右）送 10 岁的女儿廖曼汐到加方中
心小学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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