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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辉映小康路
水清芦摇，青蟹畅游，稻米颗粒归仓，游客络绎不绝。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第六

埠村曾经“垃圾围村、臭水满塘”，近年来保水护绿、厚植鲜亮底色、发展特色产

业；转型谋变、做强红色气质、刷新发展模式，走出了绿色产业与红色教育融合发展的

新路，乡村振兴步履铿锵。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
电（记者杨静、戴小河）11 月
下旬的云南怒江大峡谷，微
风和煦、天气宜人。怒江州
维拉坝珠海社区傈僳族脱贫
户胡文华这几天心情很
好——— 他参加完当地政府组
织的培训后领到了挖掘机驾
照，马上就要去附近的工地
务工了，每月能挣 5000元。
　　这里地处“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山大沟深，人们
一直以来苦于穷困。胡文华
一家两年前从山上搬到山
下，告别了昏暗低矮的木楞
房。搬下山的他还娶了媳
妇。如今，有了新技能的胡
文华正在把自己的小康梦变
成现实。
　　胡文华是我国开展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的受益者之
一。“十三五”期间，全国有近
千万名贫困群众通过易地扶
贫搬迁挪了穷窝、断了穷根。
　　脱贫攻坚战已胜利在
望，站在即将迈入“十四五”时
期新的历史起点，如何让刚刚
摆脱绝对贫困境地的人们继
续过上更好的日子？近日公
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 〇 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指出，要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为保持脱贫
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多措并
举巩固脱贫成果指明了方向。
　　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到
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脱
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接续推进巩固拓展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保持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
定，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
　　“巩固脱贫成效是实施
乡村振兴的基石。”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
主任曹立认为，《建议》明确了
巩固脱贫成效的举措，要求建
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
地区帮扶机制，保持财政投
入力度总体稳定，接续推进
脱贫地区发展，是各地干部
接续乡村振兴的行动指南。
　　为何要将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专家认为，我国城乡区
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还有
差距，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
制度仍存在短板，西部地区
脱贫县内生发展能力不足等
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
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夏英
说，尽管我国即将全面完成
脱贫任务、消除绝对贫困，但
脱贫的部分群众还是低收入
群体，这些地区仍是欠发达
地区，需要持续巩固脱贫
成效。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
长韩长赋日前表示，在脱贫摘帽地区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大力发展乡村产业，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增强脱贫群众
发展能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全面推进乡
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五大振兴。
　　“巩固脱贫成效需要加强产业发展，这既是增强贫困地
区造血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曹立
认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可及时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选拔
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县进行集中支持，从顶层设计、制度衔
接、项目安排等方面给予倾斜，以增强其巩固脱贫成果及内
生发展能力，以便其从摘掉穷帽平稳过渡到奔向小康。
　　专家同时认为，要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
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按照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精准
选派干部，精准安排项目。并有效盘活现有扶贫资产，发挥
扶贫产业项目优势，激活西部脱贫地区的“造血”能力。
　　国务院扶贫办已确定，将设立过渡期，保持脱贫攻坚政
策的总体稳定；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采取有效举
措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从攻坚期的超常规举措向常态帮扶转变，积极探索建
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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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在果园内采摘福橙（11 月 19 日摄）。

  近日，江西省武宁县石渡乡官田村的福橙进入收获季节，
种植企业将采摘与旅游观光结合，吸引了大批游客。据介绍，
福橙是柑橘、橙子、柚子的杂交品种，相比普通橙子口感更好。

当地种植福橙面积达 500 亩，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带动当地农户和村集体增收。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秋日橙飘香

本报记者王明浩、毛振华、宋瑞

 　三河环抱，田连阡陌。
　　金秋时节，第六埠村千亩稻田再获丰收。
晶莹饱满的稻米，在机器的轰鸣声中颗粒归仓。
三三两两的村民，田头小憩，眉眼里都是笑意。
不远处的池塘上，残荷、芦苇、野鸭，相映成趣。
巴掌大的青蟹，时而从根茎下探出头、冒个泡，
忽又没入水里，肥硕但不失敏捷。
　　稻田溪水边，一支身着灰蓝色红军服装的队
伍，斗志昂扬，精神饱满，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
嘹亮的口号，“齐刷刷”穿行而过，精气神儿十足。
　　一面是以绿为媒的美丽乡村小调，一面是
激昂的红色主题进行曲。这个曾经“十年九
涝”、栽过跟头的困难村，在小康路上自信地弹
响“红绿变奏曲”，指尖轻盈、弹奏有力。

“绿水青田，这条路咱们走对了”

　　天津市区西南 20多公里远，西青区辛口镇
第六埠村，村党委书记、村主任“一肩挑”的郝庆
水无论再忙，都会隔三岔五绕着稻田转上一转，
捏捏稻秆、捡捡稻米、嗅嗅稻香，自豪之余，盘算
着村子“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子牙河、大清河、独流减河三河交汇，穿村
而过。“白鹭飞飞点碧塘，雨荷风卷绿罗裳”。在
第六埠村人心中，三河汇景是村子最美的风光，
寄托着最深、最浓的乡情、乡愁。
　　“绿水青田，是村里最大的财富。以绿为底，勾描
美丽‘钱景’，这条路咱们走对了！”郝庆水肯定地说。
　　然而谁又知道，过去的第六埠村为赚快钱，
铺摊子、上项目，办起一批纺织厂、印染厂、塑料
厂、橡胶厂，产能落后污染严重。到 2000 年左
右，大部分厂子被关停。而村子已是“重伤”，
“垃圾围村庄、臭水满河塘”就是当时的写照。
　　“从村里过都得捂着鼻子！”乡亲们一肚子
苦水：钱没挣到，还赔了环境。很多村民特别是
年轻人，无奈告别村子，到别处打工谋生。

　　痛定思痛，第六埠村决定洗心革面、换个活
法。打 2015年起，对全村所有沟渠实施清淤，又
借市里推行“河长制”之机，硬起手腕保水护绿。
经过整治，人们记忆里的清澈河水又流回村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好生态如何变成
好经济？郝庆水和村两委班子反复商议，决定
把河边的千亩荒地流转、清整出来，种水稻、养
螃蟹，发展特色产业，鼓起村民“钱袋子”。
　　原本在荒地里种着玉米的村民岳训成脸
上写满疑惑，“一来水就把地淹了，种水稻折
腾半天，还要费心养螃蟹，能成？”
　　“只要方向对头、功夫到家，能成！”辛口
镇党委书记任秀元斩钉截铁。
　　第六埠村人因地制宜，筑堤挖河、深耕整
理、播种青饲、套养青蟹……经过一系列改
造，干部带头试验，往昔水淹地化身蟹稻田。
郝庆水回忆，那段日子，干部群众“泡”在荒地
里，“很多人晒成了‘黑煤球’”。
　　 2017 年夏，试种的 180 亩蟹田稻告捷。
连续 4 年，村民们尝到丰收的甜蜜。2019 年
水稻亩产 600 公斤、产蟹 4000 余公斤，给村
里带来 200多万元进账。今年前 10个月，上
述两项收入就已达到 150多万元。
　　岳训成蹲在田埂旁，瞅着河沟里有稻田
蟹快速横行而过，笑得合不拢嘴，“没想到，还
真能成！”
　　稻蟹混养风生水起，郝庆水马不停蹄，又
带领乡亲们种绿色蔬菜、搞产销直挂，把“菜
园子”搬到市民家门口。还发展城里人“小菜
园”，让绿色蔬菜融入千家万户。
　　在村民王兴发的大棚里，一畦畦黄瓜、豆

角等蔬菜青翠欲滴。“别看大棚是我的，可种
出来的无公害蔬菜都是城里人租的。”人家租
地他来种，比别人进城打工挣得还多。类似
这样的大棚，村里有上百个。
　　绿水逶迤，草木丰茂，林、田、堤、岛美不胜
收，离市区又近，很适合搞旅游。第六埠村人更
进一步，规划打造稻田景区，推进竹筏船观光、钓
鱼钓蟹、稻田插秧、传统丝网捕鱼、六埠雪乡等项
目。这个美丽乡村迅速走红，人气越来越旺。

让长征精神在村里落地生根

　　阔步小康路，第六埠村不甘于取得的成
绩。2019 年 4 月，到多个红色教育基地学习
归来的村两委班子，望着眼前的绿水青田，迫
切希望坚定信念、重装出发，走好乡村振兴的
新长征路，便琢磨起将长征精神在村里落地
生根的红色文章。
　　观看影片资料，钻研书籍史料，请教专家学
者……依托古河道、稻田、柳林、渠塘等天然景
色，村里在保护生态、不占用耕地的前提下，借形
就势、就地取材，设计建设了全程 4公里的“红军
长征路”。与多方携手，共同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长征万里路遥迢，风萧萧、雨飘飘。浩
气比天，千军势如潮。出发！”只听第六埠村
党委副书记倪国志一声令下，“红军团”穿好
红军服、戴上红军帽，手枪、大刀在手，伴随着
气势磅礴的军歌，雄赳赳、气昂昂，整齐有序
地“行军”在乡间小路上，千亩稻田尽收眼底。
　　沿途越沟壕、穿丛林、踏浮桥、爬“雪
山”……游客亲身体验血战湘江、四渡赤水、
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等长征路上历经的

10 个标志性场景，最终实现三军大会师，大
家兴奋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一趟“闯关”下来，三四个小时，严肃中不
乏趣味。游客在领略乡村风光的同时，更能
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整条线路高
潮迭起，搭配枪声、炮声等声效，体验真切、深
刻，如同回到那段峥嵘岁月。这次‘长征之
旅’激励大家坚守初心使命，战胜风险挑战，
奋力走好新长征路。”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祝宝钟激动地说。
　　从去年 6月投入使用，仅半年时间，来自
天津及周边省市企事业单位的 300 多个团
队、超过 2.6 万人次来此开展教育活动，为村
集体增加收入 200余万元。即便是在疫情期
间，第六埠村也没撂闲。一边做好防控工作，
一边升级改造项目，增种莲藕、沟边绿化。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重走长征路”在今年
5 月 1 日重新开放。“七一”以来，参与人数超
过 1.3万人次，经营收入接近 165万元。

一“红”一“绿”，小康生活有滋有味

　　村民王会焕和老姐妹们扮演的是“红军
团”里互动的群众，“旅游大巴车开进村，我们
也恢复了唱唱跳跳的生活，不用闲在家里了，
每天还有收入，大家伙儿都倍儿开心。”“重走
长征路”项目直接或间接解决村民就业 100
多人。通过几年的努力，村民人均收入由
2017年约 2万元提高至 2020年近 2.5万元。
　　如今的第六埠村，绿水青田扮靓了村庄、
兴旺了产业；重走“长征路”凝聚了人心，增强
了发展动能。这一“红”一“绿”之间，村集体
经济壮大了，村民就业不愁，腰包鼓起来了。
村居环境大为改观，家门口的小康生活有滋
有味，“红绿变奏曲”悠扬远播。
　　去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公布新一届“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第六埠村榜上有名，今年
又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镇车家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小朋友在玩耍（8 月 18 日摄）。新华社记者周华摄

“主战场”攻克最后贫困堡垒
写在广西所有贫困县脱贫摘帽之际

　　新华社南宁 11 月 20 日电（记者何伟）广
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20 日批准最后 8 个贫困
县脱贫摘帽，至此，广西 54 个贫困县全部退
出贫困县序列。作为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
一，广西早部署、早谋划，落实挂牌督战要求，
坚持督战一体、以战为主，采取超常规政策措
施，成功攻克最后贫困堡垒。

精锐前锋下沉一线全力攻坚

　　伴着群山间缭绕的晨雾，河池市都安瑶
族自治县永安镇安兰村驻村第一书记刘振宇
每天进屯入户，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经常踏
着夜色回到住处。
　　安兰村是国家挂牌督战的深度贫困村，
截至 2019 年底，还有 133 户 774 人未脱贫。
在刘振宇带领下，安兰村今年 59户危房改造
项目均已竣工，81 个家庭水柜和 5 个集中供
水工程投入使用，新建屯级道路 8 条共 9.5
公里。目前这个村已脱贫摘帽。
　　 2016年至 2019年，广西累计实现 46个
贫困县脱贫摘帽。今年刚刚摘帽的 8个县均
是深度贫困县和国家挂牌督战县，集中分布
在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少数民族聚居区。
　　广西各级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坚决
啃下最后的“硬骨头”。今年初，广西安排 56
个区直单位定点帮扶 8 个县，从 8 个县所在
市“三保障”部门选派精干力量共同作战，同
时引入社会帮扶，协调广东选派 672 名专业
技术人员到 8个县支援开展工作。
　　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盯人”“人盯项
目”等举措已成常态，工程队进村到户开展危
改房统建、代建，采取入户动员、出台拆旧奖
补政策、实行危房住人“有奖举报”等措施，消

除危房住人隐患。罗城县县长潘秋琳说：“全
县干部以‘百米冲刺’状态全力攻坚，确保仫
佬山乡如期脱贫摘帽。”
　　在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下，8 个县的“三
保障”和饮水安全问题全部解决，有就业能力
和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扶
贫产业持续发展壮大，脱贫成果进一步巩固。

抓产业督就业筑牢脱贫根基

　　近日，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八好村举
行“千羊万鸡”产业分红大会，328 户贫困群
众喜领红利。
　　 2019 年底，八好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61.48%。今年初，河池市一家国有公司进驻
八好村，采取“基地+贫困户+合作社+公司”
运行模式，养殖湖羊母羊 1000 多只、七百弄
鸡 1 万余只。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驻村第一
书记韦德王帮助企业从附近乡镇调来饲料，
协调有关部门调运养殖用水，还在基地旁建
成 3 座产业水柜。“目前湖羊已产羔羊 1400
多只，七百弄鸡出栏了一部分，全村贫困户产
业覆盖率达 100%。”韦德王说。
　　广西坚持“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原则发
展特色产业，惠及数百万脱贫人口。在那坡
县新引进的一家丝绸深加工企业，工人们在
生产线上忙碌，丝绸制成品被装车销往各地。
那坡县常务副县长王子源说，县里新引进制
药、养殖等龙头企业，培育 6家中药材加工企
业，今年已发放数千万元产业奖补资金。
　　广西千方百计促进贫困劳动力务工就
业，确保稳定增收。乐业县逻沙乡逻瓦村曾
经的贫困户吴爱国长期在广东打工，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他返岗困难，当地政府租车免费

送他和工友们赴粤务工，吴爱国顺利找到一
份月工资约 5000元的工作。
　　乐业县扶贫办主任郑玲岭说，今年以来，
全县 2.4万多名贫困劳动力返岗复工，同比增
长超过 10%。在融水苗族自治县，贫困劳动
力外出务工人数超过去年，达到 6.86万人。
　　过去几年，广西完成了 71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搬迁任务。那坡县百合乡大华村贫困
户潘金森搬迁到县郊安置点后，利用 5 万元
扶贫小额贷款开了一家小卖铺，今年还领到
创业补贴 8000元。他爱人在附近做保洁员，
每月有 1500元收入，儿子也在县城一家单位
找到工作。“一家 3 口人都有事做，脱贫有了
保障。”潘金森说。

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大化县六也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韦洪
兰 2018年摘掉“贫困帽”，去年她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现在已成为入党积极分子。
　　在大化县，不少脱贫群众感党恩，主动申
请入党。目前，全县脱贫群众中已有 78人成
为正式党员，31人成为预备党员，18人成为入
党积极分子，356人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在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变好了，清水鸭、砂糖橘、油茶等产业
更加兴旺。村里开办村集体企业，建设电商
平台，辐射带动群众脱贫增收。驻村第一书
记杨杰兴说，“时代楷模”黄文秀生前奋斗的
目标逐渐成为现实。
　　“我们将按照‘四个不摘’要求，强化监督
管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续推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自治区
扶贫办主任蒋家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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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20日电
（记者张格、周文冲）扎根基层，坚
持实干苦干，矢志改变乡村贫困
落后面貌……在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之际，“时代楷模”黄诗燕、毛相
林两位脱贫攻坚一线优秀党员干
部代表的先进事迹经宣传报道
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黄诗燕，生前系湖南省株洲
市政协副主席、炎陵县委书记，
2019年 11月因公殉职，时年 56
岁。自 2011年 6月担任炎陵县
委书记起，黄诗燕始终坚持奋战
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带领 20万
老区人民，将全县贫困发生率从
19.5% 降至 0.45%。
　　黄诗燕离世已近一年，人们
仍在深切怀念他。“大黄（书记）抓
小黄（黄桃），抓出金黄黄。”炎陵
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党总支书
记、炎陵黄桃产业协会会长邓运
成说，是黄诗燕带领炎陵人民发
展黄桃产业，让大伙儿过上了幸
福日子。
　　邓运成回忆：“黄书记勤奋好
学，工作思路清，工作要求高，他激
励我在工作中要进一步提高服务
群众的意识，不能只喊口号，必须
亲力亲为。”
　　在黄诗燕的家乡湖南攸县，
2020届选调生邹旖旎说：“3000多
个日日夜夜，黄书记奋战在脱贫
攻坚第一线，对我触动很大。作
为一名年轻干部，我将以黄书记
为榜样，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实践，
用青春诠释共产党员的使命。”
　　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驻村
第一支部书记彭大为忘不了，2016
年夯卡村从炎陵县引进黄桃种植
的情景。“黄书记当时推荐的黄桃树
苗，如今已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但
他却离我们而去了。”彭大为说，“黄
诗燕书记用实际行动践行一个共

产党员对人民的忠诚，对我是极大的激励。”
　　 18日晚，重庆地标建筑纷纷点亮，向“时
代楷模”毛相林致敬。
　　毛相林现任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
村委会主任，43年来，他不改初心使命，带领村
民用最原始的方式在悬崖峭壁上凿石修道，历
时 7年铺就一条 8公里的“绝壁天路”；他培育
“三色”经济，发展乡村旅游，推进移风易俗，让
乡亲们过上了富裕文明生活。
　　下庄村村民 18日晚围坐在电视机前，收
看“时代楷模”毛相林先进事迹。看到当年修
路的电视画面时，村民王祥英流下了眼泪。她
说，没有当年毛相林带领大家修路，就没有现
在下庄村的发展。
　　“当代‘愚公’毛相林，以‘敢’字当头、‘甘’
字作底、‘干’字冲锋，带领群众凿天路、战贫
困。”重庆市武隆区后坪乡白石村第一书记杨
懿说，毛相林为脱贫攻坚一线的党员干部竖起
了一面旗帜，在脱贫攻坚中，党员干部必须着
力解决群众最期盼、攻坚最紧迫、影响最深远
的关键问题，不等不靠、敢想敢干。
　　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张倵瑃说，毛相林
扎根乡村，带领村民不仅在悬崖绝壁上凿出
摆脱贫困的“通天路”，又积极发展产业，闯出
了一条奔向小康的“致富路”。他的事迹告诉
我们，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不仅需要道
路、产业“塑形”，更需要激发老百姓的内生动
力，用不等不靠、苦干实干的精神“铸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