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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2 月 7 日电(记者夏军)2 月 6 日，崇山峻岭间，221 座崭
新的“乡村别墅”门口，100 多张长桌宴上飘着瑶家菜香味，600 多名白裤
瑶族群众觥筹交错，欢庆搬出深山。

作为瑶族的一支，聚居于黔桂交界深山的白裤瑶族，是从原始社会形态
直接跨入现代社会形态的“直过民族”，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人类文
明活化石”。去年，总人口 4万多的白裤瑶族，有约 1/4的人口搬出深山。

从深度贫困到生活持续改善，从苦守贫地到向外发展，白裤瑶族群众
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白裤瑶族主要聚居的南丹县，已成为广西 6 个预脱贫县之一，
全县还剩约 3000 名白裤瑶族同胞尚未脱贫。白裤瑶族群众正大步向前，
实现步入现代社会后的再跨越。

从深度贫困到“乡间别墅”

2 月 6 日，南丹县八圩瑶族乡瑶寨村。
48 岁的白裤瑶胞黎治明穿着民族服饰，和同胞们一起鸣鸟枪、敲铜

鼓、打陀螺，用最隆重的仪式迎接新生活。联排米黄色新楼房门口，挂着
灯笼、贴着新对联。

因成年男子穿着及膝的白裤，他们被称为白裤瑶族，约 4 万人住在南
丹县深山，自然条件恶劣。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在白裤瑶族地区多次开
展大规模扶贫救助工作。

“1991 年，因土地太少，南丹县曾组织 5000 名白裤瑶族群众搬迁至
县里两大林场。”南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花明金说，一部分人生活因此
得到很大改善，但多数白裤瑶族群众生活仍较为贫困。

看着眼前热腾腾的瑶家菜，黎治明想起昔日的生活：一家 4 口住在木
瓦房里，冬天四处透着寒风，不得不用竹片围挡，全家靠 3 亩贫薄的玉米
地过活，一年到头吃不了几顿肉。

各级政府大力推动白裤瑶族聚居地脱贫。2011 年，黎治明一家靠危
房改造政策建起砖瓦房。但地处偏远、人多地少，黎治明和乡亲们仍没能
摆脱贫困。

5 年前，黎治明的儿子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如果当时不是住在深
山，住得离医院更近些，儿子可能不会走。”黎治明含着泪说。

去年，黎治明报名搬迁。按约 120 元/平方米的标准，他缴纳了约
9000 元钱，搬到瑶寨移民安置点 70 多平方米的楼房里。这里离县城约 30
分钟路程，几百米外是医院和学校。黎治明很满足。

瑶寨只是去年上万名白裤瑶胞的 3 个集中安置点之一。在里湖瑶族
乡移民安置点，1000 多座瑶族风格的楼房鳞次栉比，外墙整齐画着铜鼓、
瑶王印、牛角等白裤瑶族元素图案。

这 3 处“千家瑶寨万户瑶乡”正被打造为民族风情旅游景点，搬迁来
的白裤瑶群众可发展民宿旅游等产业。附近的工业园区，引进多家劳动力
密集型加工厂，这些世代以土地为生的群众可当工人；安置点附近上万亩
土地流转给农业公司，群众可当“职业农民”；老宅基地土地流转给农业合
作社，可获得分红。

“南丹正努力让搬
迁的白裤瑶族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县
委副书记莫晓明说，让
白裤瑶族的再跨越“跨
得稳”。

打开融入现代社会的窗口

“要让白裤瑶族群众真正脱贫，关键是让他们融入现代生活。”南丹县
白裤瑶民俗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会长黎世忠说。白裤瑶族相对封闭，他们
极少与外界通婚，民族风俗和习惯保存完好，遗留了许多母系社会的特征。

白裤瑶族群众生四五个孩子的家庭不在少数，不少家庭对教育不够
重视，读大学的白裤瑶族学生不多。

“90 后”李仕飞是八圩瑶族乡吧哈村第一个大学生。去年 3 月，李仕
飞毅然放弃城市待遇不错的工作，回到吧哈村当村党支部书记。“我从这
里走出来，知道这里缺什么，我想努力让大家重视教育，这才是白裤瑶族
的希望。”李仕飞说。

南丹县副县长梁彩艳说，为改变他们的观念，当地干部走村串户，劝
说家长送孩子读书。各级政府也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孩子们的上学条件。

如今，白裤瑶族群众的观念正潜移默化发生改变。“以前我们很多村
入学率只有 60%，如今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已超过 90%。”花明金说。

医疗卫生也是当地全力改变白裤瑶族思想观念的领域。“许多人一辈子
没看过医生，生病就以‘土方’治，许多群众认为，生老病死并不那么重要。”黎世
忠说。

八圩瑶族乡卫生院妇产科医生刘淑君说，25 年前她刚来卫生院上班，
一年只有不到 10 个婴儿在卫生院接生，如今每年接生婴儿达 100 多人。

近年来，南丹加大对白裤瑶族聚居地的医疗投入，所有白裤瑶族缴纳新
农合费用由县级财政补助 50%，享受低保的白裤瑶族群众全部由政府承担。

“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上，白裤瑶族群众不断与外界融合。”梁彩艳
说，许多人开始外出务工，以前他们习惯砍柴生火，如今开始习惯液化气、
电饭锅。

“这轮搬迁带来的人口迁徙规模，在白裤瑶族历史上罕见，搬出深山
的瑶胞们将全方位与外界融合，将改善整个白裤瑶族的生产生活。”黎世
忠说。

“白裤瑶族脱贫一天都不能等”

很多人不知道，白裤瑶族集中搬迁的几千栋新房，是在短短半年内建
成的。“白裤瑶族脱贫一天都不能等。”莫晓明说，易地扶贫搬迁难度大，
时间紧，去年不少县纷纷调减搬迁名额，但南丹县主动申请新增 1 . 3 万
个搬迁名额。

为了让白裤瑶族贫困群众早日搬迁，所有干部放弃周末，“白加黑”“5
+2”地干。没有平地，就劈山建房。昼夜施工，晴雨不停，搬迁房终于如期
建成。

更难做的工作是动员群众搬迁。由于思想封闭，即便只花 1万元左右就
能搬进新楼房，许多白裤瑶族群众仍然拒绝。党员干部不得不“苦口婆心”，
不厌其烦地帮他们算扶贫账、搬迁账。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南丹县纪委驻县公安局纪检组副组长李向华，负责帮扶里湖瑶族乡
董甲村 68 岁贫困户韦方才一家。他家一贫如洗，儿子外出打工老两口没
人照顾。李向华几乎每周去看望，帮他们买米、油、棉被，申请危房改造，联
系养殖补贴……

今年 1 月，记者前往董甲村采访，恰逢老人一家搬进新房，李向华前
去贺喜。老人拉着李向华的手满眼含泪：“你把我照顾得比亲生儿子还
好。”李向华当场认老人家作父亲：“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

类似故事还有不少。当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由此得到升华。“脱贫攻
坚是一场党员干部的‘大阅兵’，也是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新机遇。”
莫晓明说。

“直过民族””瑶瑶山山再再跨跨越越

▲这是 2 月 6 日在南丹县八圩瑶族乡瑶寨移民安置点拍摄的长桌宴。 新华社记者周华摄

一轮暖阳在早春的鄂尔多斯草原缓缓升
起。年近八旬的斯仁塔日瓦端着装满牧草的簸
箩，挺直了腰背，健步走进羊圈添加草料。羊儿
欢实地跑过来吃草，几只小羊羔撒娇地舔舐老
人的手。看着它们可爱的样子，老人露出了幸
福的微笑。

“不久前，我把 4 只小羊羔送给了困难户黄
文祥，想帮他扩大畜群、尽快致富。”老人说。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昂
素镇哈日根图嘎查，一只小羊羔喂养半年多，能
卖七八百元。有人说老人出手阔绰，他憨笑道：
“我是 50 多年的老党员了，帮助他人是应尽的
义务。我以前也穷过，政府和亲戚朋友的帮助让
我挺了过来，现在日子好了，要知恩图报。”

6 年前，一场家庭变故突如其来，逼得老人卖
掉家里 100 多只羊和 10 多头牛，自己没了收入，
打零工的儿子也帮不上忙，家里没有多少积蓄，老
两口一筹莫展。

国家的扶贫政策送来了及时雨。2013 年 7
月，包扶单位鄂托克前旗审计局干部和嘎查党
支部书记送来 5000 元现金。从未向组织提过
要求的斯仁塔日瓦一再推辞：“我们尽量自己想
办法。”

一名干部劝他：“您是党员，要听组织的话，
支持扶贫工作。”百般劝说下，老人感激地接过
钱，立下誓言：“两三年后脱了贫我就还钱，把它
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当年，老人精打细算，拿扶
持资金买了 35 只小羊羔和一些饲草料。

草原牧民有颗金子般的心，人们纷纷雪中
送炭。小羊羔没奶吃，吉格米特把自家 12 头牛
放在老人的草场养，牛奶可喂小羊羔。孟克无
偿借给他 35 只母羊，苏雅拉图又送来 11 只母
羊，等 3 年后老人的畜群扩大了再归还。

斯仁塔日瓦心怀感恩，像照顾孩子一样
养羊。羊群越来越庞大，老人看在眼里，乐在心
里。可饲草料不足，老人又承包土地，扩大玉米
和苜蓿种植面积。2016 年，他家的羊超过 220
只，一年出栏七八十只，养殖纯收入 3 万多元。

“身为党员，不能占政府和群众的便宜。”当
年 7 月，老人把借了近 3 年的 46 只母羊还给孟克和苏雅拉图，还从偏远
的牧区辗转来到城镇，非要把 5000 元钱塞给旗审计局干部。“我来兑现我
的承诺，现在脱贫了，就让这笔钱帮助更需要它的人。”

日子越过越富裕，可嘎查里还有几户牧民养的羊少、收入微薄。“哪里
有困难，党员就要冲到前面。”2017 年 7 月，老人选了 50 只膘肥体壮的母
羊，牵到嘎查党支部，无偿借给困难户。

老人还主动申请帮扶因还债而家徒四壁的黄文祥。4 年前，黄文祥在
外地做生意失败，欠下上百万元债务，卖掉家里所有羊、流转了大部分耕
地。老人帮他做养殖发展规划，让他免费使用拖拉机、翻转犁等农具，还
答应 2018 年夏天给他借 50 只羊。

黄文祥拎着两瓶老酒，登门道谢。他紧握老人双手，流下两行热泪：
“您给了我致富的信心，等养殖规模大了，我也要用自己的羊帮助别人。”

这片草原的羊群流动起来，助人为乐的精神不断传递。“奔小康的路
上一个人都不能掉队。”老人说。

几天前，2017 年 9 月入党的牧民耐日木塔拉拿出 2000 元钱，捐给嘎
查 2 个困难户。“老党员克服困难、乐于助人的精神让我很受教育，我也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让困难户过个好年”。

(记者殷耀、于嘉)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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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志又扶智，凉山“阿吼拉达”迎巨变
新华社成都 2 月 7 日电(记者肖林、陈地)王小兵是国家电网四川公

司派驻阿吼村的第一书记，刚来扶贫时他问遍村中老人，除了知道“拉
达”就是“山沟”，没人清楚“阿吼拉达”的具体含义。在“彝族老家”凉山彝
族自治州喜德县，“阿吼拉达”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

住在海拔 3000 米的山上，进出要攀岩过涧，下山走一天，上山再走一
天。因为没有路，所以祖祖辈辈没人养马，养猪、养鸡很难卖成钱，家家户
户只知道靠土豆、荞麦糊口。

年近八旬的阿说牛牛没想到“王书记”找来的农业公司，能让种土豆
的地上长出值钱的羌活、百合，即使没法在村里的合作社打工，她流转一
小块地也有 3000 多元的租金。为了让村民下决心发展绵羊等高山畜牧
业，村里先开展的阉鸡“养殖竞赛”不仅承诺包销，养得多的还有额外奖
励，结果养鸡户平均一家增收 1000 多元。

真金白银的成效是最好的“扶志、扶智”方式，让“土豆填肚子、养鸡换
盐巴”的阿吼村村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产业”，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从
2015 年的 1500 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5500 元。如今，阿吼村通了水泥路，
村民们添置了 50 多辆摩托车。政府出资修建的 73 栋易地扶贫搬迁房，在
平整后的乱石滩上拔地而起，家家户户通了电，用上了自来水，2017 年实
现整村脱贫。这两年，20 多位姑娘嫁进了这个小山村。

海来略哈莫去年底娶了儿媳，又搬进其中一栋 100 平方米的新居。搬
家时，她没按老习俗杀猪宰羊宴请亲朋，只用电饭煲煮了一锅稀饭以示
“新居开伙，和和美美”。“全村都提倡‘移风易俗’，家里和亲戚都省了一笔
开销。”海来略哈莫说，以前就是裹着“擦尔瓦”(批毡)，睡在用草铺的地
上，遇到“大事”，背债也不能丢了面子。以前村里有些人实在凑不到钱，就
只能打一辈子光棍。

“猴子靠树林，彝人靠家支”，彝族地区注重血缘，崇尚礼节，但往往导
致婚丧嫁娶铺张浪费，举债致贫。王小兵说，过去老人去世借钱都要杀几
十头牛，“吃不完才有面子”。娶亲聘礼多的要花几十万元，办完婚礼就得
过苦日子。

65 岁的博立木呷，曾经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他认为最大的变化
是新修的“一村一幼”，因为“摆脱贫困最终还是要靠知识”。念过初中、当
了 40 多年代课老师的他，现在是幼教点的辅导员，亲眼看着 32 名 3至 7
岁的“泥娃娃”，学会了讲卫生、懂礼貌。最关键的是学会了普通话，上小学

后能“听得懂，跟得上”。
19 岁的博立史布现在外地念初三，他在老屋房门上写下“明天，你

好！”几个大字。“我相信明天是美好的。”博立史布说，“精准扶贫实施
后，每次放假回家都看到变化。有国家的帮助，再加上我们自己努力，我
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洗衣服”“不坐地上坐板凳，不睡地上睡床
铺，不用锅庄用灶台”，从奴隶制社会“一步跨千年”的阿吼村，点点滴滴
的细微变化，正在汇聚成凉山彝区脱贫奔小康的社会巨变。

凉山州 9000 多名帮扶干部和 2400 多名第一书记扎根在扶贫一
线，2017 年全州近 14 万人脱贫，脱贫群众不仅实现“两不愁，三保障”，
而且过上“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四好
新生活。

贫户“搬新房欠新债”，湘 7 县领导被约谈
据新华社长沙 2 月 7 日电(记者周楠)搬迁对象中有“李鬼”、面积超标

致贫困户“搬新房却欠新债”、建房选址不科学致“搬得出却难致富”……因
为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问题凸显，花垣县、慈利县、辰溪县、衡南县、湘
阴县、攸县、回龙圩管理区等 7 县(区)党政负责人 6 日被湖南省委、省政府
约谈，这 7 个县(区)委书记分别作检讨，并就如何落实整改表态。

2016 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十三五”易地扶
贫搬迁规划》，计划五年内对近 100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着力解决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作为我国扶贫“主战场”之一，湖南省近年来不断加强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的力度。2 月 6 日，湖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联席办通报，经督查巡
查及年度成效考核，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花垣县、张家界市的慈利
县、怀化市的辰溪县、衡阳市的衡南县、岳阳市的湘阴县、株洲市的攸县、
永州市的回龙圩管理区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暴露出搬迁对象不精准、

分散安置比例高、建房选址不科学、住房面积把握不严等典型和突出问
题。

记者了解到，这 7 个县(区)有的未能在搬迁工作中严格落实“一方
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界定标准，有的没有严守住房建设面积政策的红
线，建档立卡户人均住房建设面积超过了 25 平方米。此外，也有的地方
没有严守不因搬迁举债的底线，贫困户自筹资金超过了人均 3000 元、
户均 1 万元，部分贫困户还因此举债。

6 日，这 7 个县(区)的党政负责人前往长沙，接受湖南省省委、省
政府的约谈，7 个县(区)委书记分别作出检讨，并当场表态要如何尽快
整改。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在约谈中指出，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
的重中之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认真查找原因，及时整改
到位，要把约谈压力转化为为民担当的动力，举一反三、知耻后勇，扎实
做好今年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搬进新居的曲木产哈莫老人（右）没想到这辈子能过上这样的好
日子，坐在新房前喜极而泣（1 月 30 日摄）。 新华社记者肖林摄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