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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第六个孩子出生后，韦爱连终
于有了不能继续要孩子的念头。这位 30 岁母
亲的理由很直接——— 家里仅有的两张老木板
床勉强挤下夫妇俩和六个孩子，再没有空余
之处。

韦爱连的家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雅龙
乡一个叫盘兔的山村，离首府南宁车程不到
200 公里，却是广西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过去，基础设施被认为是盘兔村这样的
贫困地区最大“短板”。但经过多年扶贫，“如
今有的屯通了路，依然不见起色。”当地一位
贫困村村干如是说。

政府的支持不可谓不大，扶贫干部的工
作不可谓不认真，然而，许多“老牌”贫困村的
贫困户，陷入年年扶贫年年贫的困境。

“出去打工，我吃不惯大米”

沿着斑驳简陋的木梯，踏进传统的瑶寨
木屋，宽阔的大屋，四角各放着几张挂着蚊帐
的木床，宿舍兵营一样的格局，韦爱连的家就
在这里。

屋子里，正在地上玩耍的六七个孩子，有
一两个光着下身。包着白头巾的老妇人踱到
了一边，点了一根旱烟，看着大儿媳妇应付外
来者的问题。

韦爱连的丈夫有一个兄弟。两兄弟分了
家，母亲跟着弟弟过活。外人很难看出兄弟两
家的分界。记者原本以为是房中的一道木梁
分开了两家。村支书韦俨恩连忙纠正，房梁那
一侧的几张床属于两个堂兄弟。

一栋木屋里，没有遮挡的几张床，住下了
4家人。韦爱连丈夫兄弟俩这一侧，只有四张
木床和一个镶了穿衣镜的衣柜。过时的老衣
柜是韦爱连结婚时的嫁妆。

韦俨恩说，盘兔村 596 户人家，贫困户有
254 户。别看韦爱连家一贫如洗，这在村里的
贫困户中还属于中等水平。

在不种玉米的季节，做饭和看孩子是韦
爱连一天的全部内容。分家后，1 . 5 亩玉米
地，一年种得七八百斤玉米，根本不能满足一
家八口。每年韦爱连都要向外出的打工的亲
戚家举债过活。“孩子不生病，一年借四五千
就可以了。”韦爱连习惯了举债度日。

丈夫最远去过一次北海，帮人砍甘蔗，纯
粹的体力活。这是夫妻俩加起来，唯一一次外

出务工。
“如果有机会出去务工，你愿意去吗？”
“我走不了。我走了就没人看孩子了。”瘦

削的韦爱连坐在小木椅上，怀里的小六不耐
烦地扭扭身子，她就撩起上衣喂几口奶水。

“把孩子交给婆婆，你们赚了钱，给婆婆
生活费，不更好吗？”

“弟弟不高兴。”
“那你在家看孩子，你爱人出去务工？”
“我身体不好，有时也需要他看孩子。他

腰不好，人家也不要。”
……
“我们这里的人没有技术，文化不高。出

去也很难找到很好的工作。去一些不太正规
的企业做苦力，很多权益又得不到保障。一来
二去，就没有了出去务工的动力。”村支书韦
俨恩在一旁帮韦爱连解了围。

“借口！”大化县扶贫办原主任覃正荣在
当地做了十多年的扶贫工作，他见过太多像
韦爱连这样的贫困户，“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过一天算一天。”

“我们上门入户，有时还是上午，他们就
已喝得酩酊大醉。这边的人很习惯这样的生
活。这是一个对幸福感认知的问题。我们也很
头疼。”覃正荣说。

在交谈中，韦爱连一直认为，她脱贫的最
大希冀，在孩子：等孩子大了，赚钱养我，就能
过上好日子。

如果不是家中居住条件实在有限，韦爱
连肯定会生第七个、第八个……娘家老父亲
最大的遗憾就是一辈子只给自己生了一个弟
弟。但今年前段时间弟弟因病去世，父亲已经
没有生活下去的动力。

但大女儿才 12 岁的韦爱连没有想过，如
果出去打工的孩子们没有拿钱回来，自己的
好日子从何谈起？

至少同村的韦汉芬和韦建展没有这样的
好运气。

高中毕业的韦汉芬差不多是盘兔村最有
文化的中年人。早年有打工经历的他计算了
一下，4个在外打工孩子，每个月给他上缴 1
万元并不困难。但现实是“不知道他们把钱花
到哪里去了。”

51 岁的韦建展，大儿子去了广东打工。
大女儿也嫁到了外地。不过，大儿子总告诉
他，自己赚的钱刚刚够花，还把自己的孩子交
给了父亲。

不过，韦建展在外人面前更喜欢说的，是

骄傲自己生了四个儿子，比父亲多，比爷爷
多，比爷爷父亲也多。

雅龙乡党委书记唐艳正在努力地寻找企
业，为村里 50 岁以上的闲置劳动力搭建务工
平台。她觉得像韦建展这样身体健康的中年
人至少可以做做物流配送。

韦建展想了想说：“吃惯了玉米。外面的
大米，我吃不惯。”

听他这么说，唐艳不由得叹了口气。

脱贫的路往哪里去

唐艳履职不到一年，此前她在毗邻雅龙
的六也乡工作。在六也乡，唐艳在老百姓中推
广山葡萄种植特别成功，不少贫困户找到了
出路。在雅龙乡，唐艳想复制这套办法。

盘兔村第一书记韦建云介绍，大化县当
地以喀斯特地貌的石山为主，土地十分贫瘠，
选择种植可以在石头缝中存活的山葡萄，一
大好处是不占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耕地。

但雅龙乡的情况并不乐观。至少在记者
调研的盘兔村。韦建云说，年初，他带领村民
去旁边的镇西村学习先进经验。去看的人很
多，回来动手操作的却一个没有。

“过去种核桃，乡里有核桃管理员，你去
说，他答应种、种、种。但回来就没下文了。”韦
俨恩说。

比较和六也乡的区别，唐艳分析说，六也
更靠近县城，信息更加流通；民族成分更多
元，相互融合，老百姓的思路活络不少。

据韦俨恩介绍，在政策的扶持下，2008
年，盘兔村开始种植山核桃，目前共种植
1000 多亩。从 2016 年开始，盘兔村开始引进
山葡萄，目前种植了 400 多亩。

韦爱连家没有种植山葡萄。村里提倡用
荒山种，韦爱连说，山上太远，她和丈夫身体
不好，没有精力去种。

韦建展的理由是种植山葡萄容易，但管
护太麻烦。如果不小心，被别人家的羊吃了，
那是得不偿失。

“搞种植没那么简单的，没有技术根本发
展不起来。”最有文化的韦汉芬也对种山葡萄
不以为然。

现在让唐艳头疼的是村民积极性不高，
盘兔村的山葡萄种植成不了规模，意义就不
大了。“贫困户本身分散，一个屯有几户，就算
全种山葡萄也很难成片。没有规模，那只是产
品，不是产业。盘兔村的地理条件本来就不占

优势，如果做不成产业，企业也不愿意到山里
来采购。”唐艳说。

比起种核桃、种葡萄，村民们更感兴趣的
是养殖业。覃正荣解释道：“种植业要好几年
才能看到效果，如果有了天灾，或是市场变
化，就是一场空。但养殖业是快钱，能很快变
现。与种山葡萄相比，村民更喜欢政府提供牛
羊鸡等家畜家禽。”

但村民发展养殖业首先面临禽舍不足的
困境。
像韦爱连、韦汉芬全家数口人挤在整个大

木屋一角，连人都挤不下，根本没有多余的空
间养殖牛羊。独门独户的韦建展也表示，如果
政府帮他把房子修一修，他愿意多养几只羊。

“政策是贫困户每户建房补贴 18000元。但
肯定需要他们自己筹一部分。”覃正荣说。但在
盘兔村保守的村民对贷款向来是敬谢不敏。

从政府工作人员的角度考虑，发展养殖
业的另一个风险是当地老百姓没有可持续再
生产的意识，起不到脱贫的效果。

覃正荣曾为当地一为贫困户提供了鸽
苗。村民把鸽子养大后，卖掉，立马花了个精
光。“正常的逻辑是他能够用这次赚的钱，再
去买鸽苗，进行下一次投资。但当地人这种意
识很薄弱。这绝非个例。”覃正荣说。

种植产业举步维艰，养殖业不具备基本
条件，现在电商火热，唐艳开始思考是不是该
把山里的米酒、腊肉、藕粉放到网上去。

但电商真能行得通吗？唐艳自己心里也
没底，遑论盘兔村的村民。在村里，几乎很少
有人见过世面，更不提回来带头发展家乡产
业的能人。

对未来，韦俨恩也颇为迷茫：“我一辈子
都在这里，也没见过外面是怎样。要我号召大
家做事可以，政府有什么指示，我就怎么做。”

斩穷根，把孩子们都搬出来

扪心自问，唐艳知道在穷乡僻壤的盘兔
村发展产业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有可能，她
恨不得把村民们全部搬迁到镇上，让外面的
世界冲击村民们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识。

这位 80 后乡党委书记相信，搬迁才能把
世世代代的穷根连根拔起。“像刚才那一户，
生 8 个小孩，觉得没什么不好。但在镇西街
(靠近县城的镇上)，没有谁生 8个孩子。只有
搬走，看见外面的人怎么生活，他们才会改
变。或许第一代生活得不太好，但下一代一定
会比现在好。”唐艳说。

但现实却不是那么容易。首先，搬迁都是
无土安置，要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的村民告别
土地，那需要莫大的勇气；其次是居住的问
题，山里人孩子多，虽然自身居住条件不佳，
但如果是政府主导搬迁，村民们对居住空间
的要求，往往也比较高。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如何在地理位置并
没有优势的盘兔村发展产业。

覃正荣开出的药方是，大人可以不搬，先
让山里的孩子都到县城读初中。

覃正荣认为，贫困村大多世世代代穷居
自然条件恶劣的深山，当前应以改变下一代
“思想贫困”状态为重点，让他们在县城接受
教育、开阔眼界，一旦他们年轻时接触外界文
明后，便不愿再回深山。

“别的不说，最简单的就是卫生间。在城
市用惯了干干净净的厕所，自然不会再习惯
猪圈。对家乡的落后也有更深刻的认识。现在
我们建厕所，他们也不一定会用。”

“这一代人思维都定型，很难转变。但下
一代教育得到提高后，其他问题也就都解决
了。扶贫，你给房子冰箱电视机都不难。但你
给他们一台电视，坏了也就坏了。他们仍然买
不起新电视。”覃正荣说。

政府的支持不可谓不大，扶贫干部的工作不可谓不认真

这个“老牌”贫困村为何“扶不起来”

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26 日电(记
者任丽颖、李俊义、高博)今年 54 岁
的唐山人张东义在 40 年前的唐山
大地震中成为“地震孤儿”。几年前，
他曾给父亲烧过一封很长的信。

“我告诉父亲，自己后来进入了
他生前工作过的唐山机车厂，成为
那里技术最好的工人、获得过‘全国
技术能手’的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我细致地讲述了自己带
着徒弟们钻到生产线上 20 米长的
机车下，教他们识别组件。就像和他
在谈话。”张东义说。

多年以后，他想告诉父亲：爸，
我长大了。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让数十
万当地民众一夜间与亲人、朋友阴
阳相隔。40 年过去，失亲丧友的巨
大悲痛在时间的抚慰中逐渐平息。
然而，有什么是经过岁月的洗礼仍
令生者不能释怀的？假如时光可以
倒流，那些没有来得及说出的话是
什么？

40 年来，每年 7 月 28日前后，
王树斌就开始失眠，心里发慌，睡着
了就会不断做梦。他不想回忆那段
往事，往事却不由自主地在心头翻
涌。

地震中，王树斌和妻子李金凤
压在了开滦医院的废墟下，水泥梁
有一个小小的空隙，只伸进一根手
指头，彼此只能触碰到对方的指尖。
妻子的声音越来越弱，她告诉他，一
定要活下去。逐渐地，对面没了声
音。

王树斌后来在大地震废墟中创
造了“8 天 8 夜的生存奇迹”。当他
被解放军营救出来时，媒体蜂拥而
至为王树斌留下一张经典的地震营
救照片。可有些东西，即使过了 40
年，依旧放不下。

每年的 7 月 28日，王树斌都要
去地震纪念馆、地震纪念墙转一转。
然后，他会来到那片已变成绿地的
开滦医院原址。亡妻生前喜欢色彩
鲜艳的花，他就带着去，放在草地
上，坐下来说一说他的心事。“那次
正好有两只蝴蝶飞过来，落在了花
朵上，我特别高兴，觉得是金凤听到
了我的声音。后来我就哭了。”

40 年后，王树斌最想对他的亡妻说三个字：我想你。

81 岁的常青是一名摄影师，唐山大地震中许多经典的
照片都是他 40 年前的作品。常青从小是个孤儿，1950 年他
参军，当年年底就上了朝鲜战场。

“战争年代，有半个小时看不到敌人的飞机就觉得好像
缺点儿什么。我年纪小，战友们都待我像亲人。扔炸弹的时
候他可以趴在你身上，我们是患难与共的真感情。”常青说。

手里拿着和战友们的合影，老人骄傲地给我们讲述当
年和战友们的种种趣事和历险，他们曾离战争的死神近在
咫尺。然而一说到大地震，常青的声音小了许多。

“我一共有 8 位战友，他们转业后回到唐山，都在地震
中不幸身亡了。我们一块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战争中活
过来的人却没有逃过大地震。”老人流下了眼泪。

如果时光可以穿越，常青想在大地震前跑到战友们的
床前，向他们发出比曾经战场上的“战斗号”更响亮十倍的
声音：“同志们！快跑！！”

地震遗址公园的纪念墙下，记者见到了专门从广州带
着老伴儿、儿子和两个孙女赶来的 78 岁老人张寅山。他艰
难地在 24 万震亡者中寻找母亲的名字，后来在孙女的帮助
下，终于确定了位置——— D3 区上数第七块砖第六行第三
列。

“作为家中的大儿子，母亲对我期望很高，任何机会她
都让我抓住。因此 12 岁起，我就去外地念书了。唐山地震时
我 38 岁，在桂林工作。当时回不去唐山，我心急如焚，一个
月后才知道母亲蒙难了。而真正回到唐山，已经是 1979
年。”张寅山说。

老人告诉记者，40 年来，他一直觉得愧对母亲，没有尽
孝，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没有来得及告诉母亲他后来
生活得很好，还在大学当了教授。

哪一句话是他最想反复对母亲说的？老人闭起眼睛，慢
慢说了一个词：“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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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韦爱爱连连（（右右））。。

新华社郑州 7 月 26 日电(记者孙志平、
林嵬、甘泉)有机绿色农产品种植基地 34 万
亩，占全国有机生产面积的 1 . 5%；累计认证
有机产品 395 个，占全国有机证书总数的
1 . 2% ……截至目前，河南南阳市有机农产
品生产面积、有机产品认证数量双双居全国
地级市第一。作为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地之一，
南阳承担着“一渠清水送北方”的重要使命。
近年来，当地立足生态优势，发展有机农业，
走出一条“水清民富”的绿色协调发展之路。

调布局：让农民端起“绿饭碗”

在淅川县九重镇 1 . 5 万亩金银花种植
基地，59 岁的农民高敬森在承包的 60 亩花
田中忙活。他告诉记者：“这里的金银花专门
用来制作双黄连口服液。用的是灯光杀虫，施
的是生态有机肥，全过程绿色种植。”

而在四年前，高敬森还在为让粮食增产
想尽办法，化肥、农药轮番上阵。随着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建成，保水质成为当地头等大事。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淅川县开始着
手调整农业布局，改变种植结构。目前，形成
以金银花、软籽石榴、花椒等为主的生态农业
产业结构，生态农业基地每年新增 4 万亩。

淅川县是南阳市调整农业布局的一个缩
影。南阳市农业局统计显示，目前，南阳市有
机绿色农产品年产量 16 万吨，形成蔬菜、水

果、粮食、茶叶、中药材、食用菌、水产品、畜产
品等 8 大类农特优产品。

目前，丹江口库区森林覆盖率达 53%，
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以上标准。库区实
现“水清”的同时，农民收入也显著增长。西峡
县五里桥镇黄狮村的种植园里，密密匝匝的
小猕猴桃缀满枝头。58 岁的王志强正为小猕
猴桃套上呵护袋，他告诉记者：“每亩猕猴桃
纯收入一万多元，一亩园抵上十亩田。”

“通过调整传统农业布局，发展生态农
业，不仅护住了京津人民的‘大水缸’，而且让
农民端上‘绿饭碗’。”淅川县委书记卢捍卫说。

转方向：迈向“金字塔尖”

“有机农业第一市”如何炼成？南阳市农
业局介绍，如果说南阳将调整布局、实现生态
农业规模化作为打基础的第一步；那么转型
升级、向着更高标准体系对标看齐则是关键
的第二步。

在食品安全领域，比“无公害食品”标准
更高的是“绿色食品”，比“绿色食品”标准更
高的是处于金字塔尖的“有机食品”。南阳市
2014 年至 2015 年两年间，引进国内 8家有
资质的认证机构，累计认证有机产品(含有机
转换)395个。

“这些证书是南阳市优质农产品的身份
证和荣誉证，也是进入国际国内高端市场的

通行证。”南阳市农业局长王宛楠介绍。在国
内外市场中，南阳瞄准北京、上海和欧美等具
有更高准入门槛的高端市场，树立质量信誉
和形象。当地专门制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
阳水源区有机农产品进京(津)实施方案》；由
南阳市政府参股的“中线渠首公司”投资
3500 余万元，在北京市建立 6 家“中线渠首
有机村”有机产品超级卖场。

此外，南阳市还建立以市级检测中心为
龙头、12个县区检测站为骨干、生产企业和批
发市场为补充的“二级三层”检测监管体系，对
市场销售农产品坚持“三级检测、四季不断”。
数据显示，近两年，南阳有机农产品监测合格
率在 96% 以上，省级例行监测合格率 100%。

提效益：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在丹江口库区的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采
访，农民挂在嘴上的是“生态”，企业家谈的是
“产业链”，这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农业产业
背后离不开产业链的坚实支撑——— 这是南阳
市炼成全国“有机农业第一市”的重要内功。

西峡县双龙镇百菌园产业园成立不到 3
年，就带动周边农户形成 500 多万袋种植规
模。为啥农民积极性这么高？陈坪村 55 岁的
种植户王海贤笑道：“菌种免费供应，一万袋
就能收入三四万元！”

围绕菌菇、猕猴桃、中药材，西峡县形成

“研发育种—标准化种植—统一收购—仓储
物流—深加工—订单式销售”完整产业链。西
峡县委书记孙起鹏介绍，仅以香菇为例，西峡
县有 100 多家香菇种植合作社，400 多家香
菇保鲜库，29家规模以上加工企业，年产值
20 多亿元。

完备的产业链支撑对提升生态农业效益
效果明显。一方面农产品深加工带来附加值
提高；另一方面分工精细带动产业水平提升。
“优选种植的软籽石榴每颗鲜果能卖 20 至
30 元；若经过保鲜库存储至春节每颗能卖 80
元。如果再对石榴果、石榴花等深加工每万亩
又可新增收入 2 亿元。”河南仁和康源万亩石
榴基地负责人李念峰告诉记者，随着乡村旅
游的红火，观光采摘还将产生多重效益。

南阳市在实践中发现，一二三产深度融
合，产业链完备，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是有效
破解了农产品价贱伤农的周期律问题。猕猴
桃种植户王志强说：“10 年来猕猴桃的价格
只涨不跌，现在全村 3500 亩耕地 3300 亩都
种上了猕猴桃。农民越种越有信心！”

“只有农民收益的稳定保障，才有生态的
持久保障。”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说，“作为南
水北调中线渠首和核心水源区之一，就是要
把农业做成生态，把生态做成产业，通过培育
生态产业集群，提升产业化水平，才能走出一
条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路子。一渠清水永
续北送的同时，真正实现水清民富。”

有机农业全国第一是怎样炼成的
南水北调水源地河南南阳发展生态农业见闻

”

“我们上门入户，有时还

是上午，他们就已喝得酩酊大

醉。这边的人很习惯这样的生

活。这是一个对幸福感认知的

问题。我们也很头疼。”

——— 大化县扶贫办原主

任覃正荣

看见外面的人怎么生活，

他们才会改变。或许第一代生

活得不太好，但下一代一定会

比现在好

——— 雅龙乡党委书记唐艳

“

▲摄影师常青于 1976 年拍摄的王树斌被救出时
的照片（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王树斌（右二）与摄影师常青（右一）在王树斌家
门前合影（7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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