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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 7 月 11 日电（记者白玛央措、赵
家淞）每到周五，藏族群众德吉昂毛家的民宿总是
客满。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德吉村，过
去或面朝黄土背朝天、或逐水草而居的村民们，搬
出大山告别贫瘠，陆续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今年 4 月，青海省 42 个贫困县（市、区、行委）
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实现了绝对贫困全面“清
零”目标。行走在高原广袤的山川草地上，记者看
到贫困群众的生活条件、生产方式实现跨越式发
展。众多和德吉村一样的美丽村庄，脱贫摘帽，迎
来新生活。

十年援建，藏区生产生活大变样

雪山乡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
平均海拔 4200 米。记者走进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的
雪山乡阴柯河村，一家雪糕厂正在改造扩建。去年
试运营阶段，这里每天生产约 5000 根牦牛奶雪
糕。“从技术、设备到包装设计，每个环节都离不开
上海的援建。”雪山乡阴柯河村第一书记昂秀多
杰说。

据了解，上海援建果洛州十年间，以解决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基本生产、基本教育、基本医疗”
为重点，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工作精准发力、集中
攻坚，共落实 803 个对口支援项目，累计投资
27 . 7 亿元。

“我们坚持在援建项目资金使用中，80% 向
基层、80% 向民生倾斜，建成了一大批民生工程，
当地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水平得到大幅提
升。”果洛州副州长、上海援青干部联络组组长冯
志勇说。

果洛州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韩尚丽说，在上
海援建项目的支持下，果洛州预计将在今年 9 月
建成区域远程智慧医疗平台。今后远程疑难临床
会诊、远程影像诊断、远程心电分析等业务，将有
效解决牧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等
问题。

扶贫更要扶智，“输血”更需“造血”。2010 年
以来，北京市先后派出四批共计 176 名援青干部
人才，支持玉树藏族自治州各项建设，累计投入对
口支援资金超过 30 亿元，实施各类项目 300 多
个。从 2015 年开始，玉树州每年从北京对口支援
资金中，拿出 3780 万元用于“异地办班”高中生食
宿、往返交通、体检、保险等，人均年支出费用达两
万元。从 2017 年起，连续三年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高中生，每年每人补助 5000 元，累计补助资金
1344 万元。

多年守护，只为一江春水向东流

下午两点，果洛州久治县索乎日麻乡索日村
村民尼玛身着氆氇藏装，手拿约半身长的垃圾袋，
手臂佩戴上印有“生态护林员”的大红袖章，开始
草场巡护。

尼玛负责的草场管护面积约 1000 亩，每天巡
护约 3 小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家乡的山水草
木，巡护时顺便清理草场上的垃圾，看到有点火冒

烟的、破坏树木的，就要上前制止并报告乡政
府。”2016 年，50 岁的尼玛成为生态护林员。现
在他每月有 2000 元的工资。

据了解，索日村草场面积 58 万亩，全村现
有生态护林员 73 名，他们通过“生态补偿脱贫
一批”政策年均增收 2 万元，实现“一人管护全
家脱贫”。

统一的藏式新房、整洁的村容、四通八达的
公路、齐全的水电等基础设施……易地扶贫搬
迁让世代逐水草而居的藏族农牧民，过上了全
新生活。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
镇长江源村是一个藏族移民新村。2004 年 11
月，128 户 407 名牧民群众积极响应国家三江
源生态保护政策，从 400 多公里之外、海拔
4700 米的地方搬迁至格尔木市南郊。如今，三
江源地区境内的长江、黄河、澜沧江干流流域水

质优良，草地植被覆盖度达 77%。

千年传承，助力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清洗、去毛、刮制羊皮……黄南州河南蒙古
族自治县赛尔龙乡兰龙村的普华加，正在通过
古老的羊皮纸制作手艺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
时，我对制作羊皮纸一窍不通。经过免费培训学
习，现在每个月可以制作 30 张左右。”普华加目
前每月底薪为 1500 元，每张羊皮纸有 60 元
提成。

当前，青海各地依托特色文化资源优势，
打造“文化+扶贫”产业。文化产业让远在深山
的藏族传统艺术落地开花。传承千年的民族手
工艺成为特色扶贫产业，助力贫困群众增收
致富。

34 岁的桑杰加在黄南州同仁县经营着一
家年产值 100 余万元的唐卡画院。他的梦想是

让更多生活困苦的人，学习一门手艺，重拾对生
活的热情。桑杰加说，目前公司下设的青绣扶贫
车间里，共有 60 余名学员，其中 50 名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

近年来，同仁县建成唐卡、泥塑、堆绣、雕塑
等 4 个省级文化扶贫产业创作基地，下设 20 多
个扶贫车间。2019 年，同仁县政府投入 100 万
元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贫困户文化产业技能培
训，培训期为三年。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藏绣艺术传承人
卓玛康珠的公司里，80% 的员工是牧区的家庭
妇女。她们自小熟悉刺绣，在家务农和照看孩子
之余，常为自己和家人缝制服装配饰。“过去在
家里刺绣，一个月只有 300 元至 1000 元左右的
收入，现在随着个人技能提升、公司订单增多，
绣娘们每月能挣到 800 元到 2000 元。”卓玛康
珠说。

每天吃罢早饭，卢
果花都抓紧走出大青沟
镇恩泽苑小区的新家，
赶到小区对面的服装加
工扶贫工厂上班。“万万
没想到，我们这偏僻旮
旯里的庄户人，也能变
成挣工资的上班族。”卢
果花说。

卢果花是河北省张
家口市尚义县一名普通
农妇，原来家住大青沟
镇大井村凤龙店自然
村，一家 4 口人种着 15
亩贫瘠土地。这里地处
坝上，气候干旱，村民们
过着“种一坡、收一车、
打一簸箕煮一锅”的苦
日子。

村庄位置偏僻，孩
子上学远，看病不方便，
不少村民相继搬走。原
来 112 户的村庄，只剩
下 41 户人家。今昔对
比，让卢果花感慨万分，
“现在搬出来住上了新
楼房，我每月挣 3500 元
左右，我家那口子在周
边菜地打工，每月也有
5000 元进账。”

卢果花是尚义县
“空心村”治理的受益
者。像她一样搬离“穷
窝窝”的人，全县已有
9334 户、24218 人。

尚义县毗邻内蒙古
自治区，曾是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这里
位置偏僻，土地贫瘠，多
年平均降雨量不足 400
毫米，农村人口流失严
重。全县 172 个行政村
589 个自然村中，93 个
行政村 346 个自然村空
置率超过 50% 。耕地
撂荒，宅基地闲置，村里
残垣断壁多，村民上学、
看病、出行都不方便。

为此，尚义县把“空
心村”治理作为脱贫攻
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通过建设集中安置点、
小型分散安置点和就地
整治改造提升等手段，
推进“空心村”治理。其
中，全县三个中心镇安
置区可安置 11993 户、
31481 人。

尚义县委书记王占
理说，针对群众最关心
的“搬出来靠什么生活”

等问题，县里实施了“土
地有序流转、村庄合理
撤并、人口规模集聚、社
区有效治理、产业创新发展”5 大工程，确保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在紧挨县城工业园区的南壕堑镇天福苑安置
区，60 多栋安置房拔地而起，今年底将达到入住
条件。南壕堑镇党委书记史志刚说，园区引进了
辽宁大金风机塔筒制造、马铃薯加工等产业项目，
村民可就近就业。

“我家 2 口人，按照政策标准，只掏 3000 元就
能住上 50 平方米的新楼房。”今年 59 岁的宋子兴
是套里庄乡大卜村人，他选择搬到南壕堑镇天福
苑安置区。以后，打工挣钱、看病就医都方便了，
宋子兴对新家充满期待。

按照住宅小区和产业园区“两区同建”原则，
尚义县打造了 16 个产业园区，引进了服装加工、
肉鸡和肉牛养殖、肉制品精深加工、冷榨胡麻油深
加工以及草莓、西瓜、彩椒种植等产业项目，保障
群众就近就业。

对闲置的宅基地和腾退的土地，尚义县通过
实施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提升土地效益。尚义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张治龙说，2 年多来，土地
增减挂钩项目已立项 13 个批次，涉及 91 个村，总
规模 6050 亩。已完成跨省交易 1000 亩，复垦高
标准农田 500 亩，复绿 500 亩。
（记者齐雷杰、王昆）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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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相比 1998 年大洪水，这次汛情
虽然来得急，但大家并不慌张，该转移的转移，该
守堤的守堤。”江洲镇蔡洲村三组组长左自强说。

井然有序，源自更加坚固的堤防。左自强说，
当地政府在大坝内侧筑起一道宽约 40 米、高度与
堤坝齐平的“衬台”，相当于多了一道坝。

再坚固的堤，也不能放松值守。在鄱阳湖流域
一座座堤坝上，各地干部群众纷纷投入防汛抢险，
保卫自己的家园。

雨夜，乐平市乐港镇中洲圩堤上漆黑一片，邵
湾村村支书邵忠如和村民们拿着手电筒，走在长
满杂草的斜坡上，查找险情。汛情发生后，他和村
民们已经在这里值守了 7 天 7 夜。“圩堤那边就是
我们的家，守堤就是守家。”他说。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抗洪巡守的队伍，凝聚起
万众一心抗击“洪魔”的力量。

“江洲儿郎，汛情紧急，家乡盼你回家支援。”
7 月 10 日，江洲镇通过网络平台发出一封动

员村民回乡支援抗洪抢险的“家书”后，数千名在
外的江洲人纷纷响应，返乡抗洪。在九江经商的江
洲镇团洲村村民方大贵说：“为家乡抗洪尽一份
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降雨仍将持续，洪水仍在上涨，他们仍将继续
坚守、战斗！ 新华社南昌 7 月 12 日电

青海藏区：绿水青山筑起脱贫致富路

大图：位于三江源地区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境内的年保玉则风光（7 月 2 日摄）。
小图：7 月 8 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德吉村一家民宿内，45 岁村民闹尖措正在招待游客。 新华社记者白玛央措摄

新华社西宁 7 月 12 日电（记者李占轶）位于
青藏高原、三江之源的青海，高寒缺氧，生态脆弱。
这里不仅是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也是生态扶贫
的主要战场。近年来，青海省坚持生态保护与扶贫
开发并重，发展生态旅游，保护生态环境，兴办特
色产业，不断探索开拓生态扶贫的新路子。

“好风景”带来“好前景”

夏日时节，位于黄河岸边的青海省海南藏族
自治州贵德县河西镇团结村“美地花田农场”内，
满眼万紫千红、处处鸟语花香。

2017 年，贵德县统筹团结村等 8 个邻近村的
25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资金，与企业合作发
展乡村旅游，打造集花田观光、休闲度假、餐饮住
宿等为一体的农场景区。

昔日平淡无奇的小村庄，摇身变成了充满田
园气息的“世外桃源”。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村民的
腰包也鼓了起来。通过吸纳当地村民务工、收益分
红等多种方式，农场带动一批贫困户顺利脱贫。

村民兰措卓玛是团结村的一名建档立卡贫困
户，也是农场的务工人员，负责除草、修剪花枝等工
作，“在这儿干活离家近，一年下来工资能有 2万元。”

过去 3 年多来，“美地花田农场”向周边地区
提供的各类就业用工量累计上万个，发放工资
270 多万元，与贫困户分红 43 . 5 万元，每年向村
民支付土地租赁费 32 . 5 万元。

关门是家、开门是店。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尖扎县德吉村从 2018 年开始探索乡村民宿经营
模式。村民卓玛太经营一家民宿，一家七口的年收
入，从过去不到 1 万元增加到了 4 万多元。

除了德吉村，当地还因地制宜在当顺乡古什当
村、康杨镇城上村等 4个区域发展乡村旅游项目，直
接带动贫困户 300余人就业，贫困户年人均增收 2500

元，让不少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好政策”恢复“好生态”

“以前家里照明只能点煤油灯、蜡烛，每到
晚上，屋里黑黢黢。”60 岁的藏族群众杨宗泰过
去住在海南州兴海县子科滩镇青根河村，生活
条件很简陋。

兴海县多数地区山大沟深，各项基础设施
薄弱，自然条件艰苦，脱贫攻坚难度非常大。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搬！
兴海县整合各类资源，投资 2 . 1亿元建设海

南州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安多民俗
文化村。2017 年以来，包括杨宗泰在内的全县
853户农牧民群众搬进新家。利用产业发展资金，
依托公益岗位保障，安多民俗文化村累计安排草
管员、护林员 300名，年人均增收 2 .16万元。

“现在家里不仅通电，还用上了电磁炉、电
热炕等家用电器，自来水都通到院子里了。”杨
宗泰说，以前家里主要收入靠养四五头牛，现在
不仅有草管员工资，还有禁牧补贴等收入，“每
年收入有 5 万元，穷日子一去不返了。”

兴海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梁宗孝说，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后，通过推进“以草定畜、草
畜平衡”机制，引导移居牧民发展多元产业，减
少放牧对天然草场植被的破坏。“如今，全县草
原植被逐步恢复，草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组建了 65
个以自然村为单元的藏羊养殖合作社，流转草
场 568 万亩，投资 2300 万元建成配套的饲草料
种植基地和芫根加工厂。

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并进，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曲麻莱县曾经过度放牧的草场，得以
休养生息。生态畜牧业成为牧区主导产业，实现
了生态保护和精准脱贫双赢。

“好产业”孕育“好日子”

“我们村有做黑陶的传统，现在村里成立了
制陶企业，做黑陶成为不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
源。”玉树州囊谦县吉曲乡山荣村古陶器传承工
程中心员工才角仁增说。

囊谦黑陶历史悠久，山荣村被称作“黑陶之
乡”。黑陶原材料与制作工具都从当地取材，许
多村民学手艺“靠山吃山”。然而山荣村地处偏
远，黑陶销售、运输不便，生产难以形成规模，脱

贫困难重重。
“自从搬到县里的扶贫产业园后，借助政策

扶持、平台推介宣传，黑陶产品的运输、销售问
题迎刃而解。”才角仁增介绍。

产业发展起来，脱贫才有根基。在澜沧江畔
的囊谦县，政府引导支持 12 家特色企业入驻扶
贫产业园。当地农牧民传承藏族传统手工技艺，
生产藏式黑陶、泥塑面具、传统毡帽等特色产品，
销往国内外，带领大批藏族群众踏上致富路。

位于黄河源头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
多县，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自然条件较差。眼
下，这片高原草甸上，玛多 4 . 4 兆瓦光伏扶贫
联村电站十分显眼。

绵延铺开的光伏板闪耀着幽蓝光泽，收获
着高原阳光的“馈赠”：这座电站年发电收入 540
万元，惠及玛多县 11 个贫困村的 621 户 1774
名贫困人口，实现户均年增收 5200 元以上。

玛多县副县长孙庆生说，光伏扶贫电站是带
给贫困群众“好日子”的暖心工程，也是扶贫产业
健康发展的“造血”工程。据介绍，截至 6月底，青
海 39个县市区建成了总容量 73 . 36万千瓦的光
伏扶贫电站，惠及当地 1622个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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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生态扶贫新探索观察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的一处风力发电项目（资料片）。 新华社记者张宏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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