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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晖、王宁

盛夏七月。冀北一处
宽敞院落内，两位老羊倌
相约“赛羊”。

“用不着到年底，羊羔
就能进账 10 万多元，咋
样？”一见面 ，老韩有点
得意。

“羊场打工能进六七
万元，再养 200 只羊，咱也
不差！”老王不甘示弱。

话音刚落，引来一阵
笑声。

过 去 养 羊 没 脱

贫，这次为啥有底气

老韩名叫韩凤祥，老
王名叫王树兴，都是河北
省承德市围场县的养羊好
手，谁也不服谁。

今年初，老韩和老王
打了个赌，一个自己养羊，
一个到羊场打工，看谁的
腰包先鼓起来。

两人过去也都养过
羊，但谁也没脱贫。这次为
啥有底气？

关键还在产业化。“津
承百万只肉羊全产业链项
目”让围场县农民加快了
增收步伐。

河北津垦奥牧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娄紫东介绍
说，根据当地畜牧业发展实际，天津食品集团、
天津武清区扶贫干部和当地相关部门共同谋划
了“投母收羔”“入企就业”“入股分红”等扶贫模
式，带动 2507 户贫困户稳定增收。

老韩一估摸，不到年底就能进账十

多万元

“投母收羔”模式下，认领一只湖羊基础母
羊，每两年还两只羊羔，余下归农户。

湖羊生长快，且两年三胎，一胎多羔，老韩
一合计，能挣钱。去年，他一次性认领了 80 只。

半年多过去了，老韩的羊养得咋样？记者来
到围场县腰站镇老韩家中，一进门，豁然开
朗——宽敞的院落被老韩打理得井井有条，新
建的羊舍里，母羊吃得正欢。老韩告诉记者，今
年 2 月，这批母羊一下生了 100 多只羊羔。

科学配种、精细养殖……为了帮助老韩养
好羊，河北津垦奥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技术
干部李明霖没少往老韩家跑。

今年五月，老韩的母羊又都怀上了小羊。不
出意外，十月底，还能再添 160 多只小羊羔。

老韩一估摸，年初 60 只羊羔卖了 5 万多
元，这次指定得更多，不到年底，就能进账十多
万元。

渐渐地，老王把科学养羊的门道摸

得一清二楚

消息传来，王树兴坐不住了。最近，他几次
跑到老韩家“明察暗访”：翻盖的羊舍“阔气”了
不少，新添的草料堆得整整齐齐。

“难道老韩还要搞大动作？”王树兴心里
嘀咕。

一头是老韩的“咄咄逼人”，一头是自家遇
上烦心事。家里老人因病需要照顾，媳妇辞掉场
里饲养员的工作回了家，眼瞅年收入也就六七
万元，王树兴有点慌。

想要赢，光打工还不行。王树兴也偷偷盘算
起自己养羊来。

说起养羊，王树兴过去也是“大户”。早在十
年前，他养着 140 多只羊。但传统的放养模式破
坏了山上植被，山秃羊也瘦，羊价还不高，他这
才“入企就业”。

当了饲草料加工员，收入也不错，但王树兴
始终不忘“忙里学艺”。晌午得空，他总爱到羊场
里转一转，看看科学养殖跟土法放养有啥不同。

配种、喂料、育肥……渐渐地，王树兴把科
学养羊的门道摸得一清二楚。

有了技术，王树兴心里有了底。今年，村里
用集体资金建了羊舍，只待“请羊入舍”。因为符
合“投母收羔”的条件，他跟媳妇一合计，干脆趁
机当起“领头羊”，一口气领上 200 只。

“按照一只基础母羊半年生两只羊羔算，年
底就能挣不少。”王树兴在地上划拉着，心里盘
算着怎么赢了老韩。

政府搭好台，企业唱大戏，大家齐努

力，脱贫才有戏

两人的“赌约”，很快在贫困户中传开了。眼
瞅能赚钱，大家纷纷申领母羊。

这么多人领羊，不愁卖吗？能卖上好价吗？
虽然说销路和价格由“市场的手”决定，但“政府
的手”也不能“大撒把”。

“未来围场县将打造‘以繁育养殖为核心，

延伸拓展技术培训、屠宰加工、产品交易、冷链
物流’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保证养殖户有钱
挣。”天津市武清区扶贫干部、围场县副县长刘
继群信心满满。

政府搭好台，企业唱大戏，大家齐努力，脱
贫才有戏。

“当地两家肉羊产业扶贫企业已存栏近 2
万只基础母羊，年可出栏 7 万只育肥羊，现代化
的大型屠宰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娄紫东介
绍说。

今年 2 月，2016 年贫困发生率还超过 14%
的围场县，实现整县脱贫摘帽，肉羊产业扶贫模
式功不可没。

没到年底，俩老羊倌拢了拢账：“算你先行
一步，咱也迎头赶上。”老王约老韩年底再算
细账。

不知谁带的头，小院里响起一片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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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典标、张玉洁

“在十八洞扶贫应该不难吧？”经常有人问石
登高。

“十八洞更难！”石登高总是这样回答。
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

扶贫首倡地。石登高是十八洞扶贫工作队的第二
任队长。

“虽然难，但在十八洞带队扶贫，更是一种无
上光荣。”在石登高看来，十八洞要探索可推广、可
复制的精准扶贫经验，不能造盆景、垒风景，“一方
面没作业可抄，另一方面全国都盯着这里，我们只
能做好！”

如今，十八洞整村脱贫，人均年收入从 2013
年的 1668 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4668 元。这个武
陵山腹地的山村，衣食足、产业兴、乡村美，成为精
准扶贫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

石登高和他的前任龙秀林、后任麻辉煌，十八
洞村三任扶贫工作队队长，在这个不一般的山村
进行的就是一场精准扶贫的“光荣接力”。

第一棒：“村赛”聚“村心”

2014 年 1 月，第一任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
信心满满地来到十八洞。

可是，得知他是宣传干部，有村民说，“怎么搞
的？县里派来的干部只带了‘一张嘴’？”

龙秀林想干的第一件事，是拓宽村里的道路、
改造农网，自然要占些土地，涉及 53 户村民的农
田、荒山、林地。

有村民撂下话：“占地？先给补偿！”
“这是村里的公共道路，没有补偿。”
“没有补偿修什么路！”有的农户，龙秀林上门

五六次也没说动。还有村民质疑，扶贫款是不是被
扶贫干部吞了？有人甚至在村委会涂上“工作队瞎
指挥、毁森林”的标语。

本想大展拳脚的龙秀林，突然发现自己连一
棵树、一根电线杆都动不了。

毕竟是个爱琢磨问题的“宣传干部”，龙秀林
很快意识到，脱贫攻坚，为村民办实事，仅靠有热
情是不够的，必须融入村民，激发村民的主人意识
和内生动力。

如何才能激发起来呢？“光开会，村民没兴趣，
即使花钱买烟买水果请来，也是在会场上打瞌
睡。”

得有“接地气”管用的办法。龙秀林发现，十八
洞人特别爱打篮球。每个村子都能拉起一两支队
伍，一有篮球赛，全村男女老少都围着看，有时正
在下田的农民甚至没来得及洗脚就赶来球场。

有了！龙秀林决定先办几场“村际”篮球赛。每
场比赛，龙秀林要么和村民一起上场打球，要么前
前后后忙活着组织、助威和服务。

每打一场“村赛”，就聚一把“村心”。十八洞村
民的集体荣誉感增强了，再也没人把龙秀林当外
人。“一张嘴”的话，村民愿意听了。

“十八洞是我们的家，要富要美靠大家！”趁热
打铁，龙秀林一方面推出村民互评、给农户标星级
等办法，另一方面利用组织球赛攒下的“人气”，与
村民拉家常掏心窝，终于让村民明白，修路架线等
公共事务造福全村，人人都受益，自然需要人人出
把力。

渐渐地，“不给钱不让修路”这类话没人说了。
曾因不让电线杆架在自家田里大闹村部的村民施
六金，还无偿让出地来给村里建停车场。

2016 年 6 月，龙秀林离开十八洞时，道路拓
宽了，农网改造完成了，停车场也修建好了。村民，
舍不得这个“一张嘴”干部了。

第二棒：村民吃上“旅游饭”

2017 年 3 月，刚来十八洞时，白白净净的石
登高，还是“斯文书生”样。

当时，十八洞已经脱贫，但靠的是外出务工收
入，村里还留不住人。

十八洞是原生态苗寨。石登高想，如果把旅游
发展起来，村民不出村不就把钱挣了吗？

于是，工作队为十八洞定下目标——“鸟儿回
来、鱼儿回来、虫儿回来、外出打工的人回来，外面
的人进来”。

但村民有疑虑：旅游这玩意虚头巴脑，不像种

地收谷子那样实在，能靠谱吗？村里那几家农家
乐，不都是惨淡经营吗？

石登高决定“把屋子打扫干净再请客”，组
织村民整治村容村貌。

最大的拦路虎是改厕改圈（猪圈）。有村民
不支持。石登高苦口婆心地劝：“不改，在屋里都
闻得到臭味，孩子都不乐意回家是不是？”

村民一想，还真是。
一家一户磨嘴皮，虽然费劲，但说服村民，

真诚的“笨办法”也真管用。最终，把村子从禽畜
粪便味中“解放”出来成为村民共识。

很快，整治后的十八洞，颜值提升了，古朴
的苗寨与周边天生丽质的山水，相映成趣。更何
况精准扶贫首倡地“自带流量”，仅仅一年，新打
造的十八洞就吸引了三四十万游客，是原来的
三倍多，村民房屋租金也涨到了六七万一年。村
民不出家门吃上了“旅游饭”，就连原来每天拿
一个小板凳、靠在墙根晒太阳的老奶奶，现在一
大早就去摊位“上班”了。

然而好事多磨。一些村民刚办旅游，毕竟有
点初级又粗放，游客投诉跟着来了，摊位乱摆、
农家乐乱要价，等等，不少人慕名而来却败兴
而去。

怎么办？石登高觉得，引导、严管固然必要，
但要根本解决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想办法。工
作队与村委会经过论证，打算引进社会资本，与
村集体共办旅游，打造成熟的旅游服务业，以规
范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规范旅游秩序，村集体
办好餐厅，倒逼农家乐升级。

几家农家乐带头反对。有人说，这是肥水流

入外人田；也有人质疑，村集体办餐厅不是抢村
民客源吗？

“如果一直这么乱下去，游客不愿意来，大
家都没生意。”石登高挂着笑容，挨家挨户磨嘴
皮，“集体餐厅有盈利，每个村民都有份。”

“斯文书生”石登高却有一股韧劲，一方面
说服村民支持，同时顶住压力先做给村民看，坚
定推进旅游升级。

效果立竿见影。现在，十八洞每到周末有两
三万游客，高峰时甚至达到十几万。

石登高光荣进京参加共和国七十大庆观
礼。在盛典现场，看见十八洞元素出现在“脱贫
攻坚”方阵中的那一刻，石登高觉得之前所有的
辛苦都化为了喜悦。

2019年 10月，石登高离开时，十八洞村的人
均纯收入达到 14668 元，他也晒成了和村干部一
样的肤色。村民夸他是“玛汝”（苗语：好）队长。

第三棒：“四寨共享”

石登高的继任者麻辉煌是个老基层，一张
脸晒得黝黑，被十八洞村民称为“非洲二哥”。

老基层在十八洞也遇到新问题。
“十八洞发展再好，都是梨子寨和竹子寨

的，我们这边啥也没有。”
原来，十八洞由梨子寨、竹子寨、飞虫寨、当

戎寨合并而成。旅游产业主要分布在梨子寨和
竹子寨，飞虫寨和当戎寨位置较偏远，村民主要
在梨子寨和竹子寨当保洁、保安、讲解员分“一
杯羹”。

“说白了，就是发展不平衡，边边两寨人心
里不痛快。”明白问题根源的麻辉煌，对症下药
选准工作重点：拓宽连接边边两寨的路，把游客
引过去。

当时，那条路只能进三轮车和摩托车。要扩
路，又遇到龙秀林遇到过的麻烦：村民不愿为修
路让地。

上门做工作，麻辉煌连吃“闭门羹”。不是
“不在家”，就是踢皮球。年轻的推给年长的，年
长的说自己作不了主。

麻辉煌着实被气着了，但作为“老基层”，他
深知“不能和农民怄气，生气解决不了问题，只
能耽误脱贫。”于是，他带上村民代表敲门去，与
农户反复算扩路的收益账，说服他们“让让路”。

“基层工作，很多事不可能一次搞定，”麻辉
煌告诉记者，“但要调整好心态，不能气馁。”

不气馁的麻辉煌，终于与扶贫工作队做通
了村民工作，路拓宽了，“四寨共享”旅游红利成
了现实。

十八洞三任扶贫队长的“光荣接力”

▲从左至右：十八洞第一任扶贫队长龙秀林、第二任扶贫队长石登高、第三任扶贫队长麻辉煌。
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新华社贵阳 7 月 23 日电（记者胡星、李凡）7
月的乌蒙山深处，1000 余亩黄蜀葵开得正艳。在
这片曾经习惯种植玉米的土地上，一朵朵迎风摇
曳的黄花正在改变当地群众的生活。

这里是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玉龙坝镇平寨社
区的黄蜀葵基地。每天 300 多名村民在基地里忙
碌。“夏天雨水多，黄蜀葵长得快，野草也长得快，
我们最近都在地里摘花、除草，每天工资 100 元。”
63 岁的农妇张升秀说。

中药产业“落户”玉龙坝镇，源于一支特殊的
帮扶队伍——统一战线。玉龙坝镇党委副书记郭
艺文说，2019 年民革中央和民革贵州省委帮助建
设了黄蜀葵基地，惠及农户 214 户 1000 余人，“他
们还牵线药企与合作社签订了收购协议，每吨保
底价 4 . 2 万元。去年试种效果很好，销路有保障，

今年种植面积要扩大到 5000 亩”。
怒放的黄蜀葵，是统一战线参与毕节脱贫攻

坚的一个缩影。
1988 年，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腹地建立

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
建立之初，统一战线就与试验区结下了深厚情缘，
建言献策、出人出力、内引外联、持续帮扶，开启了
长达 30 多年的“同心实践”。

毕节市大方县新田村是当地的深度贫困村，
全村 460 户 1392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达 184 户
567 人。此前，村民多种植中药材前胡，但价格遭
遇了“过山车”，特别是去年价格一跌再跌，村民返
贫风险加大。

2019 年 3 月，经农工党江苏省委牵线，江苏
盱眙县的专家实地考察指导养殖小龙虾。农工党
党员捐赠 50 万元启动资金流转土地，企业提供技
术支持并以每斤不低于 18 元的价格收购。

“从项目发起、落地到销售的整个链条，都融
入了农工党的帮扶。”农工党中央派驻干部彭正钰
说，目前，农工党在大方县帮扶发展的小龙虾产业

面积已达 500 亩。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经九三

学社中央牵线，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当地建
立了 4 个食用菌生产基地，每天产能规模在 400
吨以上，今年第一季度的产值接近 2 亿元，并带
动当地 1300余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从致公党为毕节量身打造“乡村振兴战略
专题培训班”，到台盟支持赫章县 15 个村卫生
室建设；从民革助力“黔货出山”，到民盟协调七
星关区扶贫草莓大棚建设……如今，统一战线
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推
动全方位、多层次的帮扶热潮涌动乌蒙山区。

针对毕节脱贫攻坚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两
不愁三保障”的短板弱项，统一战线实施了一揽
子精准措施，有效提升了当地教育、医疗等水
平。据统计，统一战线先后新（改、扩）建各类学
校 200 多个，援建乡镇卫生院、村级卫生室 200
余所。

三层楼的医技楼、远程医疗站、中医馆……
这是记者走进大方县羊场镇卫生院看到的情况。

院长杨尚前介绍：“之前乡镇连救护车都没有，遇
到紧急情况，有条件的村民自己包车，没条件的
就人来抬，有些病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在农工党中央对口帮扶下，近年来大方县
各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不断改善。B 超机、全
自动生化仪设备和救护车等均配备到位，当地
医务人员还到沿海地区进行分批次医疗培训。
“群众常见病、多发病现在基本实现了就近就
医，基层收诊率超过 90%。”杨尚前说。

纳雍火电站、金沙电厂、胜天水库……统一
战线通过信息报送、民主协商等方式，高位推动
毕节重大项目立项建设。同时，不断织密基层帮
扶网络，各民主党派中央在定点县、区分别确定
了一个乡镇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乡镇，持续
深入支持毕节改革发展。

统一战线倾情帮扶，脱贫攻坚硕果累累。据
不完全统计，1988 年以来，统一战线指导毕节
制定各类规划 46 个，协调项目 900 多个，引进
资金 1200 多亿元。30 多年来，毕节累计减少贫
困人口约 630 万。

这支特殊队伍，帮乌蒙“同心”战贫困

丹凤县寺坪镇寺坪村的网络
主播李萌在网上介绍自己家养的芦
花鸡（7 月 20 日摄）。

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位于秦岭
东段南麓，依山傍水，当地农特产品
丰富，但长期以来受限于传统的产
销模式，发展遇阻。

近年来，丹凤县不断完善电商
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农村电商
发展，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随
着网络带货模式的兴起，当地积极
培育壮大“本土网红”队伍，通过网
络直播、线上销售、线下配送等形
式，助力秦岭山区优质农产品走出
大山。

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 本 土 网 红 ”

助特产出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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