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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沟以前不叫扎实沟，上年纪的人说几十年前叫
青山沟。但为何改了名字，村里人也说不出来，只是这两
年村里的新鲜事一桩接着一桩，都觉得这名字改得好。

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庙沟乡扎实沟地处巍峨苍茫
的乌蒙大山里，有 861 户 3800 多人，其中建档立卡户
110 户 507 人，山大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

乌蒙山峰连着峰，沟连着沟，从威信县城出发 10 多
公里，沿着山路兜兜转转，从主路转到这条清秀的山沟。

小河潺潺，油菜花左一片右一片绣在山坡上。再往里走，
一排排民居映入眼帘，两层三层的白墙青瓦楼房，干净
整洁的村民活动广场，还有几排大众健身器材。

要说大变化，村民十有八九会指着村委会前的一
排排易地搬迁安置房。 2015 年 9 月，昭通市委组织
部向扎实沟派驻驻村扶贫工作队，2016 年谢家寨易地
搬迁集中安置点开始建设，到现在搬下来 50 户，其中
建档立卡户有 18 户。

安置点配套了文化活动室、健身广场，修了硬化路，
新房里大都添置了电视机、洗衣机等。山上的人早想从
漏雨漏风的破房里搬出来，但搬出后腰包能鼓起来么？

去年 11 月，宣讲十九大精神的“新时代讲习所”在
扎实沟村委会揭了牌，第一讲就是昭通市委领导给村

民讲乡村振兴，新房建好了，产业要兴旺，山上四五十
度的玉米地咋还不退耕还林，田埂那边是产出上万元

的猕猴桃，这边是产出几百块的老玉米，这笔账怎么算
都不划算。

猕猴桃是村民王家银种的。2015 年，他靠着在贵州
学到的猕猴桃种植手艺，回村里包了山地，种上 200 棵
猕猴桃，每天侍弄猕猴桃，村里人却在旁边侍弄老玉米。

到了 2017年，水泥柱搭的棚架把山坡划成一个个网
格，沉甸甸地挂着果子。这种红心猕猴桃口感好，一小盒
30个果子最高能卖 98元，一个果子将近 3块 3。而 1斤
玉米 1元钱，每亩的毛收入也就 1000元，刨去种植成本，
每亩地的收入不超过 550元。

一个鸡蛋大的果子顶 3 斤玉米，这是山里从来没
有过的事，村里人看见王家银老远就打招呼，但欲言又
止，毕竟种一亩的成本都要万把块。2017 年底威信县
出台做大猕猴桃产业实施意见。驻村扶贫工作队员钱
顺凡说，村里落实县里政策，每户一亩 3000 块补助，如
果是贫困户种，第一亩就补助 8000 块，第二亩补助
3000 块钱。

有好政策，有带头人，短短半年多，全村猕猴桃种植
面积从 100 亩发展到 600 多亩，共有 266 户种植，其中
贫困户 71 户种植。“如果愿意种就种，不种的还可以把
地租出去，到基地来打工摘果子。”钱顺凡说。

猕猴桃“从冷到热”，老玉米“从热到冷”。现在，
山坡上只剩着几绺玉米地，遭过霜打的枯叶耷拉着。
往年三四月份，这些玉米秆早就不见了。村民过完年
就去砍掉玉米秆，吆喝着老黄牛翻一翻地，点上玉米
种，一年年就这么往复。

除了猕猴桃，村里新建的生态环保养猪场“听得
见猪叫，闻不到粪臭”。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何伟
说，这个养猪场采用了发酵床技术，猪粪尿零排放，

租给能人经营，不仅让 13 户贫困户年底有分红，还解
决了集体经济空壳的问题。腿脚不方便、要照顾老人
小孩而出不去的 8家贫困户，由村里组成劳务队到公
益岗位“以工代赈”，一天能拿到 100来块工钱。

工作扎实，脱贫才踏实。易地搬迁、种猕猴桃、养
猪养牛，去年扎实沟就有 27 户 109 人摘掉穷帽。王家
银把自家猕猴桃取名为“恩宏”牌，“恩”字在前，感恩
共产党的好政策。他的手机也成了技术热线，“我们这
里都是山，我们把猕猴桃种出来就成了金山银山了。”

现在，不管是叫扎实沟还是青山沟，村里人都不
在意了，只是外面来的人在村里溜达一圈，不由得竖
起大拇指：这村子工作很“扎实”。

（记者吉哲鹏）新华社昆明 4 月 10 日电

这两年村里的新鲜事一桩接着一桩,去年就有 27 户 109 人摘掉穷帽

云南昭通：扎实沟的扎实脱贫路

▲ 8 日，村民利用索道运送收获的西兰花。

 8 日，村民在种植基地里收获西兰花。

 8 日，村民在卸载用索道运到公路旁的西兰花。

地处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大山深处的
排调镇党早村，是黔东南州级深度贫困村。去年 7 月，当
地政府招商引进农业开发公司与党早村产业扶贫专业合
作社合作，建立了党早村宰飞生态蔬菜种植示范基地，首
批种植西兰花 195.5 亩。

为了克服山区耕地少、坡度陡、修建机耕道难等问题，
当地村民与合作社一起，在蔬菜基地的陡坡上修建了 5 条
索道。种菜时，村民们用索道把生产工具、农家肥等从半山
腰运至山脚；收获时，再用索道把蔬菜从山脚“快递”至半
山腰的公路旁，由收购商“订单收购”后统一装车外运，方
便快捷还省钱。目前，该基地西兰花种植已覆盖 59 户苗族
村民，其中贫困户16户。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庙沟乡扎实沟村一景
（3 月 29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1 . 7 万个食堂、每天 500 余万人就餐、月消费农
产品超 10 亿元……农村产业扶贫中最让基层干部头
疼、让群众担心的就是销售难题，而庞大的各级学校食
堂网络却是一个稳定长久的“大市场”。

贵州创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提高产业扶贫精
准度，将学校农产品需求导向与农村产业调整精准对
接，“校农结合”成为推动产业脱贫、乡村振兴和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举措。

“农校对接”助力人口较少民族脱贫

毛南族是全国 28 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走进全国
唯一的毛南族乡贵州平塘县卡蒲乡，喀斯特山坳间整
齐分片的菜地露出勃勃生机。说起种菜，57 岁的新关
村村民黄泽恩笑得合不拢嘴，家里两亩地去年种了莴
笋、豇豆两季蔬菜卖了两万多元，而在过去，种水稻丰
收年景最多收 2000 斤稻谷，价值不超过 3000 元。

新关村距县城仅 17公里，因耕地稀少、石漠化严重，
成为一类贫困村。村支书刘兴雄说，脱贫攻坚中，村里的
水电路信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但毛南族群众习惯种玉
米、油菜、水稻等传统作物，自给自足难以走出贫困。

2017 年，根据贵州省统一部署，黔南民族师范学
院定点帮扶卡蒲乡摆卡村、新关村。黔南师院党委副书
记陈治松说，经过多次走访调研，村民反映最多的就是

农产品销路难找，想发展产业又怕没市场，村里种过白
菜、萝卜，都因卖不出去烂在地里，农民心有余悸。

“学校本身就是一个稳定市场。”黔南师院总务处
处长夏飞说，师院在校师生 1.5万人，食堂每年采购额
超千万元，村里种植养殖的农产品可以成为食堂采购有
效补给。

供需双方一拍即合，黔南师院与平塘县探索“校农
结合”扶贫模式。学校出菜单、组织群众按单种植，签订
购销协议，明确年度需求种类、数量、标准、供货时段、

建议指导价等，逐步调整种植养殖种类、规模。

输血与造血并举 扶贫与扶智结合

卡蒲乡乡长石通佾说，学校和乡里签订到 2020 年
的订单合同让农民吃了“定心丸”，从等一等、看一看，

到主动申请项目，参与群众越来越多。“校农结合”以卡
蒲乡为重点，逐渐辐射到平塘县所有毛南族群众聚居
村。夏飞说，目前学院“校农结合”粮油收购占实际需求
量的 40%，肉类占 15%，蔬菜占 45%。

“校农结合”助推毛南族群众迅速扩大产业，一年
间卡蒲乡生猪存栏增长 2 . 2 倍，土鸡增长 2 倍，萝卜
增长 5 . 1 倍，土豆增长 3 . 9 倍，白菜增长 2 . 9 倍，一批
生猪村、白菜组、茄子寨悄然形成。

学校既有稳定市场，更有人才资源。陈治松说，“校
农结合”要把高校智力资源引导到脱贫攻坚一线，实现
输血到造血、扶贫向“扶智”的跨越。

黔南师院选择常见的 11 种类型贫困户，安排 11
个二级学院实行“一院对一户”探索扶贫路径，形成可

复制推广的精准到户扶贫方案。学校还着手从民族文
化、乡村旅游、民族医药等方面对毛南族文化进行深入
挖掘，启动了毛南族乡村旅游规划、大数据脱贫动态监
测评估、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等一批项目。

激活产销大市场 拓展扶贫新领域

从 2017 年秋季学期开始，贵州全面启动“校农结
合”定向采购农产品工作，将全省学校后勤市场与贫困
县、贫困户精准对接，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截至目
前，全省学校食堂共向贫困地区、贫困户采购常用农
产品 5 . 97 万吨，占学校食堂采购总量的 45 . 3%，采购
金额约 6 . 5 亿元。

贵州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说，从校园到“田园”，“校
农结合”是一种新的扶贫模式，有供给、有市场，更应尊
重市场规律，发挥“聚合优势”，做到“三个结合”：

需求引导与产业培育结合。按照“学校需要什么就
组织生产什么”的原则，以学校对农产品的需求计划引
领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将重心逐步转移到以农
产品采购引导贫困户按需发展产业上来。

建基地与搭平台结合。引进农产品生产企业到贫
困地区建立生产基地，通过订单式供给学校。搭建购
销平台，把建基地和搭平台有机结合，遵循市场规律，
确保校农双赢。

扶贫与扶智结合。发挥教育部门的智力资源优
势，在技能培训、技术指导、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引导
贫困户“立志、强智”，早日实现脱贫。

(记者王丽、肖艳)新华社贵阳 4 月 11 日电

“田园”连校园，贵州拓展扶贫新空间
来自一线的调查报告

据新华社成都电
（记者蒋作平、刘坤、黄
毅）四川南江县近三年
来依托本地中等职业学
校，开办村级后备干部
专修班，按照“缺什么、
补什么，用什么、训什
么”的思路，在农村就地
取才、育才、用才，通过
培养党性强、本领高的
优秀村干部和致富能
手，既打造了一支本土
化“永久牌”扶贫工作
队，也为乡村振兴储备
了一支人才大军。

2016 年 9 月 1 日，
黑潭乡白虎村老支书给
上级组织出了一道难
题：自愿申请辞职。理由
是：年纪大文化低、又带
孙子又种地，最主要的
是不会现代化的网上办
公。

“有好多村干部不
是不想干事，而是他们
对涉农政策、农村实用
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
都不甚了解，不会干事。
他们有为人民服务的热
情，但也有本领恐慌，力
不从心，这是扶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遇到的一个
新问题，必须想办法破
解。”巴中市副市长、南
江县委书记刘凯告诉记
者。

县委常委、组织部
长苏伟分析说：“2017
年村(社区)‘两委’换届
前，全县 517 个村两委
主要负责人，超过 60 岁
的达 24 . 7% 以上，大专
以上文化不足 12%，初
中以下文化占比达 41%，起不了带头作用。迫切
需要选拔和培养打造一支留得住的农村干部接班
人、脱贫致富带头人。”

白虎村老支书辞职后，32 岁的专修班毕业生
郑永飞，在换届中当选村支部书记。“过去 100%
的精力在生意上，现在 95% 的精力用在全村群众
身上。虽然很辛苦，但群众对我很认可，感觉很幸
福。”郑永飞告诉记者。

郑永飞不负众望，不仅带领白虎村整村脱贫，
还发展茶园、南江黄羊、土猪等产业，仅茶园一项，
预计 2019 年就可使全村人均增收 4500 元。

据刘凯介绍，2015 年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
由县财政每年拿出 200 多万元，依托国家级重点
中等职业学校——— 小河职中(现已升格为巴中村
政学院)，开设村级后备干部专修班，培养一支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村级后备干部队伍。

苏伟告诉记者，学生来源很广，有村社年轻干
部、在读职校生、返乡创业能手、复员退伍军人等。

师资主要依靠外聘专家学者、本校教师、农村乡土
人才“三支队伍”。课程设置以党性教育、实用技
术、社会治理为主。专修班开门办学，是一个大讲
堂，被群众赞为“脱贫攻坚火线班”。

南江县本着“来源基层、了解基层、回归基层、

建设基层”的原则，精心打造的新时代“三农”工作
队伍，活跃在秦巴山区。

专修班毕业后当上红光镇海棠村主任的杨春
明，引进 500 亩脆蜜李种植项目，投产后贫困户年
人均可增收 3000 元，他还帮助村民杨正勋办肉兔
养殖场，已存栏 1000 只，今年就可脱贫；27 岁的
大学生徐敏，专修班毕业后担任南江镇明月村文
书，她流转近千亩土地成立三个专业合作社、一个
公司，种植六月李、冰葡萄、杏子、枇杷等特色水
果，年产值约 500 万元，解决了近百人就业，其中
贫困户 50 多人。

记者获悉，南江县这种专修培训班已办了 7
期，累计培训村级后备干部 400 余人。2016 年首
批 116 名毕业生，在 2017 年村两委换届中，就有
104 名进入村两委，其中 29 人当上村支书、村主
任。90% 以上学员已成为当地脱贫攻坚带头人。

2017 年 5 月，四川省委组织部向全省推广“南江
模式”，要求三年内打造 10 万人的村级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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