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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把搬迁户当包袱，我们把他们当成
宝。”太行山深处，漫山花溪谷景区负责人苏瑞
平笑呵呵地说。

漫山花溪谷，位于石家庄西北灵寿县，是利
用穷山沟打造成的一处高山、森林、草甸、泉、

瀑、溪兼备的新景区，7 月份平均气温 19 . 1℃，
负氧离子含量高，有号称世界落差最大的“玻璃
漂流”，渐成太行旅游新热点。

一早，老苏带我们到景区“花溪美食城”见
识他们的“宝”。

贫困搬迁户成了景区吸引游

客的“宝”

“花溪美食城”在景区深处，依山势而建，巨
大的落地玻璃，整洁敞亮，可边享美食边俯瞰山
下美景。上午时间尚早，多数游客还没上山，记
者和门店老板们聊了起来。

这里大约有 10 家门店，都是家庭式经营。
“店主都是原来景区里的漫山村村民，现在

搬迁到景区外安置点。美食城今年 7 月份开业，
第一年免租金。”苏瑞平介绍说，“他们各家都有
绝活，有的擅长做包子，有的很会炖大锅菜，有的
蒸的馒头很好吃，有的做手擀面远近闻名……农
家特色游客很欢迎。”

门店上方都贴着介绍本店美食的图片，我
们先来到一家写着“包子”“家的味道”的店面。

店主白素英大嫂穿着景区统一的“制服”，
正往蒸屉摆放刚做好的包子。包子白白胖胖的，
看起来特别诱人。在后厨，记者看到袋里有新鲜
野菜。“这个做素馅，是我早晨 5 点起来到山上
采的。以前 8 点还没起床呢，因为没活干，闲得
油灯底下捉虱子，吃的是土豆，住的是土坯房。”
白大嫂笑吟吟地说，“现在家家住上了楼房，妇
女们有活干，家庭地位也提高了。这是景区给我
们带来的变化！”

“这都是我们山里人的手艺，很有特色。前
天有个游客尝了我的馒头说‘太好吃了’，一下子
买走了 40 个！”隔壁店主吕吉成和老伴展示他
的大白馒头。老吕是原村支书，和老伴、儿子经
营两间店面，主打大锅菜和荞麦饸饹。

“以前种地忙一年，一亩地收入不到 1000 块
钱，现在我不用一个礼拜就能挣 1000多元。”老吕
对自己的生意很有信心。“以前吃过救济粮，住土
房，全村连一个厕所都没有。现在住上楼房了，工
作有了，生活好了。真该感谢这个景区。你看，我
现在抽烟也上了档次。”老吕还特意摆出两盒香
烟，“以前抽两块五一包的‘白石家庄’，现在抽 8 块
钱一包的‘钻石二代’。”说得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我做手擀面已经二三十年，游客们可爱吃
了！”“二小手擀面”老板娘耿贵罗和丈夫张文国
正在打理一团团切好的手擀面，她满脸笑容，自
信地“夸”自己的手艺。

“看到了吧，我们可真心把村民看作‘优质
资源’，他们是我们吸引游客的亮点之一。”老苏
有些“得意”。

作为外来的媳妇，老板娘耿贵罗对小山村
“跨越式”变化，有一大堆话要说。她原先在附近
的无极县打工，经人介绍，认识了丈夫张文国。

“我也没去过他家，就看中他老实。”耿贵罗
快言快语，“我知道他们这里穷，但真没想到那
么穷。我 1998 年跟他回来，看见房子是石头泥
巴建的，房顶上都是窟窿，也没有电。我爸后来
到村里看过一次，是流着泪走的，他说：‘孩子，

这根本就不是人生存的地方！’”

耿贵罗说的张文国老家，叫头道岭村，是漫
山村的一个自然村组，“挂”在离“美食城”不到
一公里的半山腰上。

听说搬迁后头道岭“空村”还在，我们顺着两
旁尽是各色花草的旅游通道前往实地探访。

土房变楼房，贫困一步跨小康

“您看现在这里溪水长流，满山沟形状各异
的大石头错落有致很漂亮，以前这可是乱石滩，
大石头在村民眼里一点也不美，因为那是阻拦
他们通往外面世界的‘绊脚石’。”老苏边走边介
绍。

确实，以现在的眼光看，头道岭村地理位置
非常好——— 抬头就是落差七八百米、海拔 1900
多米的五岳寨主峰，四周植被丰茂，大树森森，
溪水长流，是旅游的风水宝地。但过去因为连像
样的路都没有，得不到合理开发利用，优点反而
成了短板。

“山清水秀风光好，只见大哥不见嫂”，顺口
溜说的正是以前类似头道岭村这种自然资源禀
赋好但藏在深山无人识，村民受穷、男人娶不到
老婆的窘境。

在流水淙淙、鲜花绿草相伴的美丽溪谷旁
边，一条勉强能认出来是“路”的羊肠小道通往
头道岭村。小道只能容一个人走，且常有石头挡
道，连独轮车也通行不了。老苏说，以前村民出
入靠脚，运输靠背。这里距南营乡集镇也就六七
公里，但由于交通闭塞，村里一些妇女，一辈子
都没去赶过集。

小道尽头，低矮的土黄色农房，东一处西
一处局促杂乱地散落在山坡上。有的房子已经
开裂坍塌，清晰地露出了“质地”——— 形状各异
的石头垒起了承重墙，粗细不一的杂木当起房
梁椽子的“重任”，外墙好些的简单抹了点黄泥
权当“水泥”，差点的连泥都没抹。

“种地镐头加锄头，运输工具靠背篓，一年
一季收土豆。”站在一座木门已朽坏的屋子前，
老苏说，“这就是搬迁前头道岭村村民的生活写
照，住的是这样四面漏风的破房子，年人均收入
仅几百元。景区开发后，光土地、房屋拆迁、树木
山坡补偿等，户均就获得百万元。可以说一下子
从贫穷跨进了小康。”

“村民现在都搬到景区外住楼房了，这些
旧房子我们正考虑如何结合旅游利用起来。”
指着一座缺窗少门的土房子，老苏接着说，“我

们不仅一次性给原住民发补偿，还为他们长
远考虑，劳动力全部到景区就业。刚才大家
也看到了，有头脑的搞管理，有技术的开餐
馆，会算账的摆摊点，人人有活干。我们的目
标是让他们脱贫后有依托，实现永久脱贫。”

“做梦也没想到你这辈子能买车”

“不错啊，开车上下班呢！”下午 6 点左
右，我们来到漫山村搬迁村民安置点探访，迎
面碰到“二小手擀面”老板娘耿贵罗开着车载
着丈夫收摊回家。

“见笑了！还不太熟练，今年 6 月考的本，
7 月买的车。”耿贵罗爽朗地笑着招呼我们，
“上楼上楼，到我家喝杯茶。”

村民安置点住着漫山村头道岭和要关石
两个自然村 55 户移民，是 3 栋五层高的楼
房，紧挨着景区，村民在景区工作非常方便。
耿贵罗家要的是南北通透三室一厅，屋里家
电齐全，跟城里没有什么两样。

“去年，我妈到我这里住了半个月。我爸
来接她，也住了几天。他们到沟里玩，看到原
来连走道都困难的穷山沟，现在到处都是鲜

花美景，说变化真是太大了！”耿贵罗一边热
情招呼我们，一边续上上午的“话题”，“我爸
说，‘闺女，我做梦也没想到你这辈子能买车，

还买了个十七八万的 SUV ！’”

“将贫困搬迁户当‘优质资源’，旅游开发
带动村民永久脱贫奔小康，漫山花溪谷景区
的探索非常有意义！”南营乡党委书记石中秋
介绍，“景区前期开发涉及漫山村 3 个村民小
组 78 户、218 人，村民从土坯屋住进新楼房，
基本上都一步到位实现了小康。而巧用原景
区村民的手艺搞特色饮食，则成为景区招徕
游客的一块金字招牌。”

“景区开发真正把绿水青山‘变现’成金山
银山，游客得美景，景区有钱挣，地方获发展，

村民脱贫奔小康，多赢效果。”灵寿县委宣传
部长贾兆雄颇有感触。

“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说起旅游开
发带动扶贫攻坚，漫山花溪谷景区董事长董
玉鹏有自己的心得，他站在巨幅规划图前展
望未来，“我们三期开发规划准备建特色小镇，
明年底太行山高速通车后，这里的区域优势
更加明显，处在西柏坡、五台山、太行山中段
黄金旅游线路中心，辐射周边两个 5A 级、11

个 4A 级景区。”
“贫困户不是没本事，有可能只是没有好

平台。对当地的贫困搬迁户，我们不仅在道义
上真心实意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还注重挖掘
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让他们的‘绝活’变成吸
引游客的法宝。”董玉鹏说，“我们主动向当地
政府提出，建特色小镇，除原住民外，还愿意
主动接纳安置景区外贫困户，欢迎他们搬迁
过来，参与景区以农家院为主题的餐饮住宿
项目，我们提供统一建设标准的设施。”

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
4300 多万人。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阶
段，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据测算，到时户均年纯收入 12 万元到
18 万元应该没有问题，大概能帮助国家‘减
少’200 户贫困户，让 600 人到 700 人永远稳
定脱贫。”董玉鹏很有信心。

这里把贫困搬迁户当成“宝”
穷山沟变美景，河北灵寿县旅游开发扶贫新探索

新华社贵阳 10 月 19 日电(记者向定杰、肖艳)见到 50
岁的茶农朱光发时，他身穿民族服饰，胸前佩戴党徽。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脱贫这一块，大家手掌拍得啪啪
响。”住在贵州省余庆县花山苗族乡万里村隔山门村民组，
已有 20 年党龄的朱光发说。

说起家乡的变化，老朱滔滔不绝。“一上隔山门，稀饭一
大盆；边边起波浪，中间淹死人。”一句调侃饮食的顺口溜，
成为这个乌江边小村落往日生存状态的极好注解。

为了改变山高谷深、闭塞落后的面貌，老朱这一辈人没
少下功夫。1992 年时，他还是村组长，大家想有条路，于是
全组 46 个劳动力人背肩挑，50 天就干出了一条 2 . 2 公里
的大道。

路通了，但坡陡弯急；土地不少，但沙化严重，老朱和乡
亲们不得不外出务工维持生计。“断断续续在外面干了 10
多年，始终没挣到钱，也觉得不是长久之计。”老朱回忆。

2012 年的冬天，当地政府多方考察后决定发展白茶产
业，结果一动员应者寥寥。老朱觉得，自己是组里唯一的党
员，应该带头先闯一闯，于是和兄弟合伙，一口气种下了
290 亩。

等待的时间漫长，成功的过程曲折，但老朱没有放弃。
“不懂如何剪枝、下肥、采摘，我就去浙江等地学习。不断钻
研，心想一定要管护好。”一边说，老朱一边掏出手机里存的
基地照片给记者看。

只见茶山上云雾缭绕，民居和加工厂点缀在绿带间。老
朱美滋滋地说，今年自家基地卖茶青收入就有 60 万余元，

除去工钱等开支，纯收入将近 40 万元。
更可喜的是，在他的带动下，如今隔山门几乎家家都种

起了茶叶，面积在 70 亩以上的就有 7 户，整个村也有近
2000 亩的规模。“等明年盛产了，达到 500 万产值这个小目
标很轻松。”老朱盘算着，接下来要带动周边更多人稳定脱
贫。

“党员就该带头闯一闯”

贵州一个小山村的致富“金钥匙”

新华社兰州 10 月 20 日电(记者
刘能静、张钦)18 日，经过千里运送的
50 头扶贫牛抵达大坪村，已经好几天
没睡过囫囵觉的陈康终于长舒一口
气：全村的产业扶贫不仅注入新活
力，为买这 50 头牛，大家的心也更齐
了。

大坪村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
州和政县罗家集乡，这里草甸青青，层
林尽染。但美景不能当饭吃，村子高寒
阴湿，偏远落后，生计艰辛。在和政县
的一长串深度贫困村序列中，大坪村
排在前列。

产业扶贫是拔穷根的关键。为了
帮助和政县的贫困群众发展肉牛养
殖，对口帮扶的厦门市集美区决定给
予大力资助。为了调动群众主动参与
扶贫的积极性，钱款不直接用来买牛和发牛，而是群众自
愿申请，通过验收后再给予 1 万元左右的定额补助。在大
坪村的 7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 35 户报名，申请买牛
50 头。

29 岁的陈康是和政县罗家集乡司法所所长，担任大坪
村的包村干部只有 10 来天。前任与他交接的头等大事就是
扶贫牛。他接手后的第二天，就召集村民开会，议定到山西
买牛。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买牛呢？原来，大伙觉得能争取
到买牛补助款不容易，能省一点是一点，经过合计决定“团
购”。

在陈康担任包村干部之前，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已调
查了周边县的两三个“牛超市”，发现这里的基础母牛不
仅价格高且不能还价。而大家上网一搜，发现山东、山西
一带的牛便宜，每头能省 1000 多元，对方还免费送货上
门。

到底要不要到千里路上去买牛，村干部没有自作主张，
而是先后召开两次会议。其中，10 月 10 日的这次会议是陈
康主持召开的。村委会的会议记录本详细记录了过程：当着
大伙的面，村支书赵尕明打电话，加微信，分别联系山东、山
西的几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村民们通过视频相牛、问价。几
经对比，大多数人觉得山西省定襄县一个牧场的母牛性价
比高，同意的人便按了红手印。

为了保护扶贫的钱袋子，县审计局的驻村扶贫工作队
和大坪村村民监督委员会主任王四辈全程参与并监督。罗
家集乡党委、政府也决定，村干部、群众代表外出相牛的基
本食宿费用可以报销。

10 月 14 日，陈康等 6 人连夜坐火车，换乘汽车，赶到
山西省定襄县选牛、装车，接着又往回赶。18 日凌晨 1 时
许，对方将牛运到罗家集乡了。但因雨天路滑，卡车没法上
山，所以村里 20 多个人打着手电筒下山赶牛。村干部又和
村民们商量着轮流值班“三班倒”。1 周过后，大家再抓阄分
牛。

记者看到，10 多个村民聚拢在大坪村前的一块草甸
上，放牛、聊天。村民长占英高兴地说，这两年养牛行情好，

只要慢慢滚动发展，自己还有心力养更多的牛，挣更多的
钱。

18 日这天，陈康忙得只睡了 3 个小时。他的眼中布
满血丝，但脸上绽放笑容。“给钱给物，建个好支部。”他深
有感慨地说，这几年，不仅是国家扶贫的力度不断加大，
群众的获得感不断提升。拔穷根的过程，也是贫困村党支
部提高威望的过程，老百姓遇事商量、合作的意识也提高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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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舍近求
远”去买牛是因为山
东、山西一带的牛比
本地的便宜，每头能
省 1000 多元，对方还
免费送货上门。大伙
觉得能争取到买牛补
助款不容易，能省一
点是一点，经过合计
决定“团购”

●拔穷根的过程，

也是贫困村党支部提
高威望的过程，老百
姓遇事商量、合作的
意识也提高了

▲上图:吕吉成老支书门店蒸的大白馒头。下图左：搬迁前，头道岭村村民住的就是这样土石结构的简陋房子。在
村里，抬头就是海拔 1900 多米的五岳寨主峰。下图右：搬迁后，村民的土坯房换成了楼房。 本报记者谢锐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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