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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武汉 11 月 26 日电（记者李伟）湖北十
堰市郧西县涧池乡下营村，“勤奋+诚实+沟通=成
功”的巨大标语，醒目挂在电商服务中心大楼外。
　　这个闻名全国的“淘宝村”，每天都有直播带
货，每周都有电商交流培训课。村里小楼林立、街
道整洁，家家户户门前停着小汽车。村里的淘宝一
条街上，每家商铺的门楣上都标有淘宝网址、微
信号。
　　 2019 年，下营村有 139 户近 700 人从事电
商，开设网店 500余家，全村销售额突破 2亿元。
　　“村里成立了电子商务协会。在下营村开电
商，第一课就是诚信；如果店内出现假货，将被

永久除名。”下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刘廷洲说。
　　地处鄂西北秦巴山区深处的郧西县，是全
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也是国家新
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省 9 个深度贫困
县之一，建档立卡初期，贫困发生率为 32.7%。
下营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度是全县重点贫
困村之一。
　　下营村迈上电商之路始于 2008年，当地个
别村民通过开淘宝店，将十堰绿松石外销到全
国各地。2014 年，下营村网络销售绿松石突破
3000 万元，网店达 66 家，被称为“湖北淘宝第
一村”。2015 年，郧西县被确定为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当地不断强化农村电商网络基础和农村电
商人员培训，加快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工
程、农村电商物流配送、地方农特产品品牌培育
和网络销售、地方农特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建设

等，全县电商应用与发展走上“快车道”，成为当
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产业扶贫新途径。
　　记者看到，各类物流企业在下营村设立了
物流点。在村里电商扶贫中心，村民蒋春莉和丈
夫黄海组建了一支颇具规模的直播团队。
　　一直以来，“淘宝村”的主营产品为绿松石。
但是，绿松石资源毕竟有限。郧西是典型的农业
大县，富有特色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下营村电
商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这些年，他们打造农产品网售联盟，采取
“农户散养加工，电商统一销售”的模式，将当地
土鸡、土猪肉、马头羊、茶叶、蜂蜜、红薯粉等农
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2019 年，“淘宝村”2 亿
元电商收入中，农特产品销售额占比 30% 以
上，带动贫困户 62 户 245 人，人均年增收 3000
元以上。2017年，下营村整村脱贫出列。
　　近几年，下营村启动美丽乡村建设，就势造

景、就地取材，曾经的猪圈变成金牛广场，以前的
臭水塘成为荷塘，泥巴路改造成石板巷。为保护
绿水青山，当地已禁止私人开采绿松石矿。村里
连续 3年举办“七夕荷塘音乐节”“莲藕美食文化
节”“旅游年货节”等旅游文化活动，吸引游客超
过 130余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 6600多万元。
　　“电子商务对我们来说，改变最大的是观
念。”刘廷洲感慨地说。
　　记者看到，“淘宝村”仍在发展，通过创建电
商创业园、淘宝协会、电子商务培训基地等平
台，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村子形成了“以电商产
业为主导，乡村旅游为辅助，创业孵化为补充”
的发展模式。
　　“下营村正在推进乡村旅游和民宿建设，力
争把村庄打造成为集旅游观光、乡村采摘、民俗
体验、电商示范于一体的‘中国最美淘宝村’。”
刘廷洲充满信心。

　　新华社贵阳 11 月 26 日电（记者施钱贵）住到
县城去、自己做生意养活家人，是 36 岁的刘高敏
十多年前的梦想。那时，她和丈夫刚结婚，“当家才
知盐米贵”。
　　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后，刘高敏一家搬
到县城，通过卖“圆梦包”，她的梦想正在一一
实现。
　　刘高敏是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
治县石门乡年丰村人，那里是威宁县最偏远的乡
镇之一。在没通高速公路以前，从县城到村里有四
五个小时的车程。
　　靠天吃饭、住茅草屋、打工养家，刘高敏回忆
道，结婚不久后公公眼睛失明，婆婆患有肺气肿、
肺结核等慢性病，一家人生活非常拮据。有了孩子
后，一家人的生活更是捉襟见肘。

　　为了养家，2006 年前后，刘高敏将自己 3
岁多的龙凤胎儿女留在家中，只身远赴他乡打
工。“孩子太小了舍不得，我出门的时候哭，回来
也哭。”她说。
　　刘高敏勤快、肯学，“打工的时候都打两
份”。几年后，她每个月能挣到四五千元钱，但是
婆婆身体不好，“好不容易存点钱，婆婆病重一
次就‘清零’”。她告诉记者，打工近 10 年，到处
奔波却没能攒下钱。
　　此刻，她的梦想更加强烈。
　　 2015 年底，听到有易地扶贫搬迁的消息，
她激动不已。“干部来动员搬迁时，我们很愿意
搬，并说服了不大愿意搬的公婆。”2017 年初，
她们一家搬到了位于威宁县五里岗街道的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她实现了“搬进城”的

梦想。
　　搬到县城后，刘高敏又想着做生意的事，她
选择了技术门槛低、启动资金少的包子铺。随
后，刘高敏参加了当地政府组织的就业培训，并
初步掌握了做包子的技术。培训结束后，她买来
原料在家里试验，经过多次尝试，做出了比较理
想的包子。
　　说干就干，刘高敏的包子铺就在家里诞生
了。由于没有多少启动资金，她和丈夫买了一辆
三轮车，在家做好包子后拉到街上去卖。这一
卖，就是一年。
　　和面、擀面、做包子……每天，刘高敏凌晨
四五点就起床，开始忙活一天的生意。口感好、
外观美，她的包子很快受到周边群众的青睐，生
意渐渐有了起色。

　　去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刘高敏在一个
农贸市场里有了自己的铺面。“为了支持像刘高
敏这样的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创业，农贸市场里
的摊位第一年免费，一年期满后租金也远低于
市场价。”负责农贸市场运营的威宁县易地扶贫
搬迁后期扶持产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杨宁告
诉记者，除了租金优惠外，公司还对优秀商户进
行现金奖励，激发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创业的积
极性。
　　在多方的支持下，刘高敏的生意越做越大。
现在，她的包子铺已发展为两个店，每天利润上
千元。
　　为了纪念自己的梦想一一实现，刘高敏将
包子铺取名为“圆梦包”，而她的“圆梦包”，正在
给她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搬迁户刘高敏的梦想和“圆梦包”

　　杨淼钦在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波洲
镇江口村的橘园里连续试吃了一个星期的橘子，
哪片山头的橘子酸 、哪片山头的橘子甜，他清楚
得很。

　　今年 5 月当上江口村的扶贫“名誉村主任”

后，这位县电商协会会长就把“不让江口村一个橘
子滞销”作为目标。为了举办“村播”，杨淼钦力求
橘子口感适宜、品相可人。他请来批发商、自媒体、
摄影协会，准备“大力宣传一番”。

　　杨淼钦说：“从一个本地电商到村民‘家人’，
多了一份责任。”

　　近年来，社会扶贫在新晃侗族自治县脱贫攻
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 年底，当地开始
试点“名誉村主任”聘任帮扶制度，截至今年 11
月，共有 142 名社会各界人士成为新晃侗族自治
县全部 137 个行政村的“名誉村主任”。

　　在浙江义乌从事文具箱包行业的蔡升华回来
当晃州镇高铁新村“名誉村主任”后，他在村里办
了 3 个扶贫车间提供了 50 多个就业岗位，工人人
均月工资达到 2500 元。为了让乡亲们学好手艺，
他还特地从义乌请来师傅给大家培训。“以前是献
爱心，现在是担责任。”蔡升华说。

　　一些年轻人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其中。今年
35 岁的姚沅森曾担任凉伞镇坝万村村支书，当时
依靠发展“凉伞豆腐”等特色产业，全村有大约三
分之一的贫困户脱了贫。在外打拼了两年之后，姚
沅森于 2019 年又回到坝万村当起了“名誉村主
任”。这一次，他希望用 5 年时间把“凉伞豆腐”规
模做大，争取能为当地新增 200 个就业机会。

　　姚沅森把“名誉村主任”的聘书放在办公室最
显眼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肩负着这份责任。“作
为一名‘80 后’，我希望带动更多年轻人回乡干事
业。”他说，等到事业干起来，还会去竞选村支书，
带领村民建设家乡。

　　通过“名誉村主任”聘任帮扶制度，该县不仅争
取到各类社会资金上千万元，大家还“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带动村民发展产业，有力推进了脱贫攻坚。

  （记者周勉、刘芳洲）新华社长沙 11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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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深山“淘宝村”的脱贫致富路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大大爱爱跨跨千千年年

独独龙龙族族今今昔昔巨巨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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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独龙龙族族是是我我国国二二十十八八个个人人口口较较少少的的民民族族之之一一，，也也是是新新中中国国成成立立初初

期期从从原原始始社社会会直直接接过过渡渡到到社社会会主主义义社社会会的的少少数数民民族族，，主主要要聚聚居居在在云云南南

贡贡山山独独龙龙族族怒怒族族自自治治县县独独龙龙江江乡乡。。当当地地山山高高谷谷深深，，自自然然条条件件恶恶劣劣，，属属于于

深深度度贫贫困困地地区区。。

    近近年年来来，，国国家家有有关关部部门门和和云云南南省省以以整整体体推推进进的的思思路路对对独独龙龙江江乡乡进进

行行集集中中帮帮扶扶，，加加速速消消除除基基础础设设施施、、产产业业发发展展、、人人才才素素质质等等““瓶瓶颈颈””问问题题，，

使使当当地地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实实现现跨跨越越式式发发展展。。22001188 年年，，独独龙龙族族整整族族脱脱贫贫，，实实现现““千千

年年跨跨越越””。。如如今今，，独独龙龙江江乡乡 11110000 余余户户群群众众全全部部住住进进新新房房，，44GG 网网络络 、、广广

播播电电视视信信号号覆覆盖盖全全乡乡，，66 个个村村委委会会全全部部通通柏柏油油路路，，大大病病保保险险全全覆覆盖盖，，特特

色色产产业业遍遍地地开开花花。。孩孩子子们们享享受受从从学学前前班班到到高高中中的的 1144 年年免免费费教教育育，，独独龙龙

族族小小学学生生入入学学率率、、巩巩固固率率和和升升学学率率均均保保持持 110000%% 。。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新貌（10 月

31 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拼版照片左图：解放前，独龙族群众出行需要爬天梯

（资料照片）；右图：10 月 31 日，独龙族青年李永明和奶奶出

门去山上割猪草（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拼版照片上图：解放前的独龙族孩子（资料照片）；下

图：10 月 28 日，独龙江乡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孩子面对镜头摆

出造型（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拼版照片上图：独龙江乡中心学校旧址（资料照片）；

下图：崭新的独龙江乡中心学校教学楼（ 10 月 31 日摄，新华

社记者胡超摄）

   拼版照片上图：独龙族群众通过藤蔑桥（资料照片）；

下图：独龙江乡白来感恩大桥（10 月 29 日摄，无人机照片，新

华社记者胡超摄）

　　新华社济南 11
月 25 日电（记者袁军
宝、吴书光）25 日，在
沂蒙革命老区山东省
临沭县，投资 1 亿余
元的朱村沭河大桥通
车，从朱村到县城的
车程缩短至半小时。
“今后，俺村的葡萄、
梨、柳编产品等农副
产品往外运输更方便
了，日子肯定会更红
火。”看到大桥通车，
临沭县曹庄镇朱村党
支部书记王济钦难掩
兴奋。
　　从村东口进入朱
村，平坦的水泥路一路
向西，几位老人正沐浴
着阳光，在一处街角下
棋、聊天。“现在我们都
过上了好日子，吃得
好、穿得好、住得好、环
境卫生好，这不就是小
康嘛！”90 岁的“老支
前”王克昌言语间满满
的幸福感。
　　时间回到 70 多
年前，这里是军民同
心、英勇抗日的红色
热土。沭河之滨的临
沭曾是山东和滨海地
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
地，朱村更是远近闻
名的“红村”：这里有
临沭最早的农村党支
部，是八路军“钢八
连”的成名处、“支前
模范村”。革命战争时
期，朱村先后近百人参军，共有 8 名村民牺牲，村
民还踊跃腾房子、筹军粮、抬担架、救伤员。
　　吃水不忘挖井人。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大对朱
村等“红色村庄”的帮扶力度，昔日“支前模范村”
得到大力“支援”。在朱村附近，沭河东岸滨河大
道、沿河路等周边道路工程陆续建成，产业随之快
速发展。
　　在朱村现代农业示范园，葡萄园和梨园的种
植面积已有约 800亩，并且逐步延伸出采摘、休闲
观光游、垂钓等功能。在示范园里承包 3亩半梨园
的王济山说，去年仅梨子就卖了 3万多元，增收致
富越来越有劲头。
　　传统的柳编产业实现“脱胎换骨”。村里引进
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由该企业负责柳编产
品设计、打样、销售，大量朱村村民在家搞柳编，实
现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很满意。”居
家从事柳编业的村民张学英说。
　　 2019 年，朱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9 万
元，是 2013 年的 1.6 倍。朱村还新建了综合服务
中心、扩建了小学操场，先后被评为“全国美丽乡
村创建示范村”“全国文明村”。
　　奔向小康的朱村人正铆足干劲，借“红色气
质”谋划新的振兴。临沭县委书记刘飞说，近年来
临沭县多次在朱村召开县委常委会，明确了建设
沂蒙精神传承村、老区人民红火生活样板村、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示范点的工作思路。
　　在朱村东侧，红色朱村改造提升项目工地上
热火朝天。临沭县曹庄镇党委书记高志远说，今年
初，曹庄镇统筹疫情防控与项目改造，仅用一周就
整理出 180 亩地，正改造提升村史馆、民俗馆、支
前馆、治淮馆等，明年 7 月前投入运行，以更好地
保存住红色记忆、传承好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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