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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2 月 28 日电(记者何天文、杨洪涛、向
定杰)冬去春来，贵州山区春光融融。春节后上班第二
天，贵州榕江县定威乡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带领贫困户上
山种了 200 多棵花椒树。“我们一定把树苗管护好，让花
椒树成为‘摇钱树’。”今年 38 岁的贫困户文昌明说。

文昌明所在的定威乡是贵州 20 个极贫乡镇之一。
2016 年 9 月，贵州在全省确定了包括定威乡在内的 20
个极贫乡镇，由 20 位省级领导挂帅定点帮扶，吹响攻
克深度贫困的冲锋号。一年多来，贵州省采取超常规手
段，集中财力、人力、物力“攻坚拔寨”，极贫乡镇面貌发
生可喜变化。

公路通了，脱贫增收有信心了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山区行路难
长期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勉乡因大山阻
隔、交通闭塞，许多村民生活贫困。“不通公路，大家干
啥都没劲头，也没盼头。”加勉乡污扣村村民梁金龙说。

“交通落后是致贫主因。”贵州省交通运输厅驻当
地脱贫攻坚指挥部联络员潘昌明说，加勉乡被列入极
贫乡镇后，要素资源同步聚焦，投入力度前所未有，仅
全省交通系统就有近 50 人常驻，几十条通组路、产业

路相继动工。至 2017 年底，全乡 20 个行政村 80 个村
民组告别泥泞的山间小路，“现在水泥路通到家门口，
大家饲养的香猪终于卖上了好价钱，脱贫增收有信心
了。”梁金龙说。

按照规划，贵州从全省脱贫攻坚基金中单列“极贫
乡镇脱贫攻坚子基金”170 多亿元，其中 40% 以上资
金投向交通。记者在部分极贫乡镇一些村寨看到，经过
一年多的精准施策“破瓶颈、补短板”，水泥路、自来水
已进村到户，一些连接城镇或高速公路的主干道，正在
加紧改造。

“乌江水呀波连波，两岸山坡石头多，一天到晚山
里转，天亮起来挑水喝。”这首民谣道出了武陵山区铜
仁市德江县桶井乡群众吃水难的无奈。桶井乡党委书
记吴飞介绍，近年来全乡从可整合的 20 多亿元扶贫资
金中，拿出一半以上用于改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村
民守着乌江吃水难的境况正在改变。

产业脱贫，结构调整增效益

随着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深度贫困地区
纷纷结合自身优势，因地制宜谋划产业脱贫。

地处滇黔桂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晴隆县三
宝彝族乡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但森林覆盖率高达

70% 以上，是发展林下养殖的天然“宝地”。记者在干塘
村看到，规范化建设的一排排鸡舍和成群的土鸡在山
林中若隐若现。合作社负责人王箭说，土鸡养殖基地是
他和另外 3 名大学生合伙建的，因为是原生态无污染
的自由放养，一只 4 斤重的土鸡能卖 80 多元，去年以
来已卖出两三批，很受市场欢迎。

“他们有头脑有技术，在政府支持下，正带动越来
越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三宝乡乡长熊明会说，在当
地，这样的返乡创业大学生还有好几个。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鲁容乡地处河谷
地带，过去当地主要种甘蔗和花生，产业结构单一，农
民脱贫增收缓慢。曾任鲁容乡科技副乡长的贞丰县农
业园区办副主任柳家龙说，近年来，当地政府利用山地
资源优势，引导农民大力种植芒果、百香果、西贡蕉、火
龙果等特色水果，一批贫困户已开始摆脱贫困。

安顺市紫云县大营镇许多村民长期以种植玉米勉
强填饱肚子。如今，当地引进一家农牧科技公司兴建
110 个家庭农场发展肉鸡和生猪养殖，采取“公司+家
庭农场+贫困户”模式，让贫困户有稳定收入。

重教兴教，校园成风景

“提高教育水平是帮助贫困人口从根本上脱贫的

关键。”晴隆县副县长、三宝乡党委书记龙汉勇说，在
制定易地扶贫搬迁计划时优先考虑了教育，从去年
3 月起，全乡 700 多名中、小学生被先期安排到县城
学校就读，激发了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

“我只认得几个数字，不认识汉字。”41 岁的三
宝乡彝族村民张兴洪说，自己和妻子多年在外打工
吃过没文化的亏，再难也要想办法供两个孩子上学。

滇黔交界处的乌蒙山区毕节市威宁县石门乡教
育基础设施欠账较多，“乡民族中学和中心小学挤在
一处，教学设施十分简陋。”威宁县教育局基建办主
任赵红春对记者说，为改善办学条件，上级投资上亿
元重新选址修建中学，并在全乡同步实施 190 多个
项目，涵盖 13 所中小学和幼儿园。

如今，坐落在半山腰的石门民族中学异常醒目，
充满现代气息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微机室、体育
场馆等一应俱全，校园已成为当地最美的风景。“全
校有 22 个教学班，学生有 1044 人，一些因择校而流
失的学生又回来了。”校长李正东说。

为弥补“教育短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从江县每年从县级财政新增 100 万元支持教育，县
委书记张广渊说，2017 年在继续压缩 6% 行政经费
用于教育的同时，还向银行贷款 4800 万元用于教育
扶贫，“就是要通过发展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省级领导挂帅定点帮扶，集中财力、人力、物力“攻坚拔寨”……

贵州：以超常规手段攻克深度贫困

“孙书记，我也想入股合作
社，种地瓜。”春节里，沈阳康平县
十家子村支部书记孙旭新不时接
到这样的电话。

地瓜也叫红薯。一年前，这里
的地瓜每公斤还不到 2 元钱，而
这个冬天，借助电商、新媒体等渠
道，地瓜销往全国 17 个省市，部
分品种专供高档超市和五星级酒
店，每公斤最高售价超过 20 元，
身价“暴涨”。

康平县地处科尔沁沙地东南
缘，以农业为主，是辽宁 15 个省
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但这里
水域资源丰富、日照充足、秋季干
爽，有利于地瓜糖分和各种营养
成分的合成，康平地瓜便以色泽
鲜艳、外皮光滑、口感甜绵沙、糯
性强而闻名。

但过去，老百姓不爱种地瓜，
最多也就是种一些供自家食用。
“地瓜虽好，但卖不上价，销售靠
商贩进村收，最便宜的时候每公
斤不到 1 元钱。”孙旭新说，“咱们
没有存储条件，要么挥泪卖掉，要
么让它烂在地里。而且地瓜种苗
成本高，还得从春到秋人工除草，不如种玉米省劲儿，
大伙儿宁可种玉米。”

种玉米虽相对省事，但一年辛苦忙下来，每亩地去
掉成本，也就剩不到千元。一家三口十来亩地，年收入
仅万余元，勉强维持生活。

2010 年孙旭新当选村支部书记，他决定成立“红
薯种植专业合作社”，靠种地瓜带领村民致富。

统一整合土地、统一养护管理、统一品种、统一栽
植、统一销售…… 2013 年十家子村的地瓜取得了有机
和无公害认证，但由于没有销售渠道，价钱还是上不去。

“宁可不卖，也不能贱卖。”孙旭新一边广泛了解市
场、寻找销售渠道，一边自掏腰包，走访山东、河北等地
瓜产区，比对地瓜质量、口感，研究开发新品种。

电商为地瓜销售搭建了新平台。2017 年底，通过
辽宁邮政开设的“邮农丰”和辽宁省扶贫协会指定的电
商扶贫试点单位——— 沈阳派特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贴上有机产品、绿色食品、地理标志商标等认证证书的
康平地瓜走出沈阳。一次网络限时抢购中，两公斤装的
地瓜，不到 24 小时就售出了 865 单。

地瓜美誉度逐渐提升。冒着严寒，沈阳香格里拉大
酒店负责人来到十家子村进行实地考察，帮助康平地
瓜开拓市场，打开销路。

炭烤康平红薯、香脆煎康平红薯饼、流沙手工康平
红薯包、香甜康平红薯粥……沈阳香格里拉酒店专门
开发“香薯”系列菜品，还在春节期间采购了 2000 盒地
瓜礼盒，推荐给客人。

“今年的 150 万斤地瓜都卖完了。部分好品种地
瓜专供香格里拉酒店和中兴商业大厦的精品超市，最
贵的每公斤售价超过 20 元，能把地瓜卖到这个价格，
真是没想到。”八年辛勤劳作终获回报，孙旭新难掩兴
奋。

销售火爆带动农民脱贫。贫困户张亚杰家原来
年收入万元左右，今年 10 余亩地都流转给合作社，
两口子也在合作社打工，年收入达到了 4 万余元。孙
旭新说，合作社实行“保底加分红”的政策，今年全村
42 户贫困户有 20 户加入了合作社，人均收入均超万
元。

春节虽是农闲，孙旭新已在张罗着今年的地瓜种
植：“要建个能储存一千万斤地瓜的专业储窖；在生产
基地布置摄像头，做产品溯源；订购设备，加工地瓜酒、
地瓜干……生产扩大规模、由粗到精，才能更好带动大
伙儿致富！” (记者王莹)新华社沈阳电

“脱贫后，我们分红了！”

流水潺潺，良田遍野，漫步村道，南方丘陵美景尽收
眼底。虽然年味还未散去，踏遍村里的土地，看不到一小
张废纸、一小节鞭炮，房前屋后、街头巷尾干干净净。

这里是位于湘中的娄底市新化县油溪桥村。村里
人骄傲地向记者介绍，油溪桥没有一名保洁员，家家户
户却都是尽职尽责的“保洁员”。不仅如此，村里 22 公
里小路硬化、人畜饮水、农网改造等工程都是全体村民
自发筹劳建设起来的。

几年前，村里还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没有一米硬化
公路、没有一分村级收入，有的只是成片的垃圾、废弃
的池塘、似倒非倒的危房。“有女莫嫁油溪桥，四季只喝
西北风”在附近的村庄广泛流传。

2016 年开始，娄底市开展“人穷志不穷，脱贫靠自
身”行动，从整治环境风气入手，采取系列办法强力推

进治懒、治惰、治脏、治赌、治愚工作。转变在油溪桥
等村庄悄然发生。

在双峰县杏子铺镇村里的文明宣传栏，全村已
脱贫、预脱贫、未脱贫户情况正在动态展示。一些村
还自发举行脱贫群众性评比活动。杏子铺镇党委书
记谢联宇介绍，这其实是抓住老百姓普遍“爱面子”
的心态，鞭策其奋发向上，营造“脱贫为荣”的风气。

在新化县高寒山区大熊山金龙村，记者听到这
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为解决群众喝水难的问题，该村
驻村扶贫工作队长钱局新多方筹措饮水工程资金。
项目开工在即，该村二组却因以往的纠纷，不愿为一
组提供用水，阻挠建水塔。

双方在协调会上争论不休，钱局新一直在琢磨
办法，突然灵机一动，喊道：“究竟是哪些户不同意？

到我这里登记一下，然后刻在石碑上，立在村中心。
到了秋冬，你们的子孙没有水喝的时候，看一下石碑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结果再没有一户反对。

娄底市扶贫办主任袁若宁分析说，扶贫工作困
难重重，干部必须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魄力，感
染群众改变落后思想。

实现“输血”到“造血”，扶贫工作的顺利推进离
不开乡村风气的转变，也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

娄底市一方面在经济上以“奖”代投，形成正向
激励机制。另一方面鼓励村民从“省”字入手，全力发
展生产。“扶贫应与扶志相结合。下一步，我们将用更
多创新手段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鼓
励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娄底市委书
记李荐国表示。 (记者史卫燕)据新华社长沙电

湖南娄底：“扶贫先扶志”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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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这里的

地瓜每公斤还不到 2
元钱 ，而这个冬天 ，

借助电商、新媒体等
渠道，地瓜销往全国
17 个省市，部分品种
专供高档超市和五
星级酒店，每公斤最
高售价超过 20 元 ，

身价“暴涨”

一大早起来，家住广西合山市北泗镇文定村的石桥
喂完 3 头牛之后，骑着三轮车，带上刚买的伐木机到自
家地里，准备把原来种的 5 亩速生桉砍掉，种上砂糖橘。

“过了多年的穷日子，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摘掉贫
困帽，还住上了新房子。”石桥感慨地说。

45 岁的石桥还没有讨上媳妇。单身的日子久了，
石桥渐渐失去了生活的激情，偶尔外出打点零工也是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日子一天天流走，愣是没存下几个
钱。2015 年石桥仍住在仅 2 米高的瓦房里，村干部通
知他有危房改造的指标，他说“懒得去申请了”。

“以前觉得石桥可能这辈子就这样过了。”村委会
副主任石才勤告诉记者，“亏得这两年市里开展‘扶志
脱贫争先锋’活动，石桥家变化大得很。”

新的一年，石桥还有一个心愿：种完砂糖橘之后，
再努力讨上一个媳妇。

石桥家可谓是合山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

影。2016 年，合山创新开展“扶志脱贫争先锋”系列
活动，从“思想、志气、信心、心灵、智力”五个方面实
施“精神扶贫”，全面激发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生动
力，精准破解“不想脱贫”“不敢脱贫”“不能脱贫”“不
望脱贫”“不会脱贫”五大难题，探索出了一条扶贫同
扶志、扶智相结合精准脱贫的新路子。

在实施智力扶贫过程中，合山市围绕“洗穷脑”
“拔穷根”目标，开展脱贫立志宣讲，帮助贫困群众转
变“等靠要”观念。利用丰富的培训资源，创新培训模
式，开展外出务工技能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自
主创业技术指导，解决贫困群众因没有一技之长而
“不会脱贫”的问题。

北泗镇在勤村贫困户蓝逢春抓住春节的尾巴，
带着自家种的一筐筐刚采摘的新鲜青枣，到合山市
“赶集”。记者看到，蓝家的青枣个头均匀、色泽光亮，
刚一出摊，就成为“抢手货”。“培训以后真管用，现在

我家的青枣供不应求。”蓝逢春说，村里人忙着抓产
业、搞生产，利用政府政策支持和学到的科学技术，
开展规模化养殖业、种植业致富增收。

合山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 年下半年
以来，通过各类培训，已使 3000 多人重新走上就业岗
位，13000 多人通过培训和引导成功转移就业，形成
“产业转型+‘精神扶贫’+持续发展”的模式。

2017 年，合山成为广西首批脱贫的 4 个县(市、
区)之一，在 21 个自治区级贫困县扶贫开发工作成
效考核中位居第一名。合山市贫困发生率从 2015 年
的 13 . 67% 降至 2 . 12%。“群众思想不‘脱贫’、干部思
想不‘绷紧’，脱贫攻坚只能是党委政府一厢情愿的事
情。所以我们必须‘思想扶贫’，破解贫困群众‘不想脱
贫’的难题和干部厌战心理，保持帮扶队伍不散、帮
扶力度不减，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合山市委书
记莫莲说。(记者农冠斌)据新华社南宁 2 月 28 日电

广西合山：志智同扶，“富口袋”又“富脑袋”

▲近日，在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白竺乡大丰村举行的 2017 年度村级扶贫合作社分红大会现场，村民
邱蓝祥在清点自己的分红。大丰村的扶贫合作社经过一年的运行，实现了 30 . 5 万余元的收入，减去各项
开支，实现净利润 8 万余元。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每户现场获得了 3000 余元的分红，大家脸上都充满了收
获的喜悦，村民陈桂英笑着说：“村里去年脱贫，我们今年就分红了！” 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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