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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张春保、陈文广)地处罗霄山
腹地的“老少边穷”山区国贫县桂东县，将扶贫脱困和
乡村产业振兴结合，通过依托大企业做强传统产业、培
育中小企业和基地带动乡村产业、优化合作组织带动
全县农民等“三种模式”，让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人人参
与产业发展”，兴产业，治“穷根”，实现农户增收，乡村
产业兴旺。

扶优、扶大、扶强，依托大企业做强

传统产业

湖南桂东是国家一类限制开发主体功能区，受制
于交通、地形和生态保护，全县几无工业，23 万人口中
农业人口为 18 . 6 万，贫困人口 4 . 3 万。“我们把发展产
业作为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重点在传统农业产业上
着力，提升贫困群众产业增收、稳定脱贫内力。”桂东县
委书记谭建上说。

立足茶叶、药材等传统优势产业，根据“扶优、扶
大、扶强”原则，桂东出台了“推进茶叶产业提质升级”
“加快中药材产业发展”等多个文件，每年筹资数千万
元重点支持基地建设、产品加工、品牌创建等；利用“金
融贷款+委托帮扶”等引导贫困户将信贷资金投入传统
优势产业，实现企业便利融资和贫困户保底分红。

立足资源优势，通过培育和引进“两条腿走路”，将

本土企业——— 玲珑王茶叶公司培育为省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带动贫困户 2600 户 8600
人种植茶叶 3 . 6 万亩；引进盛源药业作为中药材产业
龙头补足全产业链短板，解决药材种植“散、小、乱”问
题，带动贫困户 365 户 1267 人种植中药材 860 亩。

记者采访时，桥头乡顺义村贫困户张光有正排着
队，将当天采摘的鲜茶卖给玲珑王茶叶公司。在公司指
导下，他今年种了 2 亩多茶叶，4 口之家仅此项年收入
能有上万元。“我们这类企业在用工方面也对贫困户优
先，县里给补贴，贫困户和公司都得利。”玲珑王茶叶公
司负责人黄鹤林说。

桂东目前茶叶、药材基地总面积达 34 . 8 万亩，累
计带动 4468 户 13807 人人均增收千元以上。

培育中小企业和基地，带动产业“镇

有重点、村有特色”

清泉镇、桥头乡的茶叶产业园，沤江镇的高山反季节
蔬菜，寨前镇、普乐镇的中药材基地，青山乡、东洛乡的规
模化楠竹基地，桥头乡、四都镇的草食牲畜养殖区……在
桂东，到处可见布局相对集中、区域特色明显的产业。

“大企业虽然能带动不少贫困户增收脱贫，但其发
展主导产业局限于茶叶、药材，发展规模也难以覆盖全
县，一些乡镇、村组并不能因此受益。”桂东县县长伍志

平介绍，桂东对一批起点相对较高、规模较大、带动力
较强的中小企业、产品基地进行重点培育和奖扶，带动
乡镇、村组产业发展。

桂东县沤江镇青竹村因为位置偏远，村里无主导
产业、无种养规模、村民无增收渠道。2014 年，村人均
纯收入仅为 2290 元，全村 1024 人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有 338 人。

“通过引进和培育适合村里的农业产业，引导村民
种养黄桃、土鸡、禾花鱼等产业，村里现黄桃达 1800
亩，土鸡年出笼 3 . 5 万羽。”青竹村村支书陈自文介绍，
青竹村还引进多家企业发展梅花鹿、肉牛、藏香猪等产
业，实现了整村脱贫。

目前，桂东已有省市县三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6 家，省市两级示范合作社 25 家。全县 113 个村中 13
个村以茶叶为主导产业，其余 100 个村(社区)分散发
展苗木、楠竹、药材、蔬菜、水果、甜玉米等种养小产业，

形成乡镇有重点、村村有特色的产业发展态势。

优化合作组织，让千家万户走上致

富之路

桂东农产品被认为是“最好的山货”，但无论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还是数量更为庞大的非贫困户群体，如
何让个体分散种养的农产品走出山门，是千家万户走

上致富之路的关键。
桂东县委副书记刘洪越认为，如何让“铺天盖

地”的个体种养不停留于“提篮小卖”，让农户敢种
养、能销售、有品牌、可增收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他
说，只有通过相应组织体系服务千家万户，个体种养
才能走出大山，才能增产增收。

为此，桂东县依托县乡村职能部门和干部体系，
在 2016 年底成立了国有独资的氧天下山货(集团)
公司，在全县 11 个乡镇成立分公司，113 个村(社区)
成立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公司负责人戴晓山介绍，公
司主要负责全县优质农产品的生产、收购、检测、仓
储、流通、销售、加工和品牌建设。对全县特优农产品
实行保底价格收购、统一贴标签，对接市场销售。

记者采访时正赶上氧天下山货公司下发今年农
副产品保底收购品名表(第一批)，明确黄桃、甜玉
米、百花蜜、芋头、笋干、优质稻谷等 20 余种产品的
质量、价格，并要求在村支两委的协助下与农户签订
协议，以便汇总统销。“公司成立后，不仅使万余贫困
户受益，还直接或者间接惠及全县农户。”戴晓山说。

从 2014 年建档立卡时贫困发生率为 24% ，到
2017 年底 61 个贫困村整体摘帽，贫困发生率下降
至 0 . 96% ……谭建上表示，桂东涉农产业模式不仅
对贫困户脱贫、防返贫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脱贫后
的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人人参与产业发展”实现增收

湖南桂东：“三种模式”治穷根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向志强、农冠斌)啃食野花野
草的黑毛猪，昂扬的公鸡，在山间飞奔的山羊…… 5 月
2 日，在广西艺术学院漓江画派艺术研究中心美术馆，
一场别开生面的扶贫主题画展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这些画的作者是广西艺术学院的青年画家尚新
周，画作展示的是广西百色市德保县东凌镇多脉村过
去两年间的扶贫发展景象。

2015 年 10 月，尚新周被选派到多脉村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多脉村距离县城 2 小时车程，尚新周刚到
多脉村时，要从一条“两个人都不能并行”的小道上步
行半小时，才能到达村委会所在地。重山阻隔加上喀斯
特地貌，使多脉村成为广西一类贫困村。

因为当地环境闭塞，尚新周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
外来人，语言不通成了困扰他的一大问题。“我一开始
动员党员干部和群众寻找脱贫道路，村民们总是用方
言互相讨论，我被晾在一边。”尚新周说，工作刚开始，

他就碰了一鼻子灰。

如何架起与村民沟通的桥梁？为了理清思路，尚新
周习惯性地用笔在纸上乱涂乱画，一个通过画画交流
的念头闪现在他脑海里。

于是，每到周末，尚新周就拿着速写本在村子周边
写生，村民看见了觉得稀奇，孩子、老人、妇女、下田的
庄稼汉都围过来，主动用普通话跟他聊天。渐渐地，他

知道了村里适合种什么，村里缺什么，群众想什么。
“村里来了一个会画画的书记”在村里传开了。因

为画鸡比较多，尚新周被村民称为“画鸡书记”。“这比
我印制的名片好多了，只要跟别人说我是画鸡的，大家
就知道我是谁了！”尚新周笑着说。

多脉村位于缺水缺地的石山区，村民每年只能种
点玉米，要想靠种地脱贫，基本上不可能。外出打工
成为脱贫致富的唯一希望，但很多外出打工的人因为
没文化、没技术，不久又回到村里守着几分贫瘠的土
地。

“千难万难，也要发展产业。”尚新周说。可怎么发
展产业？村里的优势在哪里？怎样才能将自己所学和扶
贫攻坚工作结合起来？尚新周不断问自己。

工作之余，他用画笔画下村里的风景和故事，画下
村民的生活面貌。无论天南海北的新朋故友，他见面第
一件事就是拿出几幅画向别人宣传，他还把这些画拍
成图片放在社交媒体上。朋友圈更多人了解到东凌镇
这个偏僻的地方，有人开始跟他下单购买农副产品，他
把订单转给村民。

两年来，尚新周创作了百余幅扶贫小画，每幅画里
都定格一段驻村扶贫故事，“画说扶贫”的方式也让多
脉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受此启发，探索“文化+产业”扶贫的思路在尚新周

脑中清晰起来。在广西艺术学院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多脉村又通过画展、微电影、摄影展等方式，宣传扶贫
工作和当地农副产品，打造一个以文化促产业的发展
平台。多脉村吸引了众多社会企业和爱心人士来进行
产业考察和捐助。

社会力量的参与，使村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村
子的变化，发展信心也大为增强。尚新周趁热打铁打出
“组合拳”：动员有致富想法的村干部和致富能人，成立
金凤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养殖；通过狠抓
“两委”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规划发展脱贫产业；筹划
“文化+产业”系列扶贫项目，通过媒体宣传，积极打造
“多脉村精准扶贫家庭种养产品”品牌。

尚新周还带领村干部对接当地大超市设立精准扶
贫展销摊位，联系南宁的食材公司和后盾单位，逐步建
立起“村民合作社+家庭种养+超市+社区+网络异地销
售”的产业链。其中，多脉村在广西艺术学院举办的三
次土特产展销都受到热捧，当天就销售一空。“一头土
猪 200 多斤，平均每斤卖 23 元，在村里卖才 14 元一
斤。”村民徐幸语说。

今年尚新周离开多脉村时，村民们站在宽敞的水
泥路上跟他道别。如今，多脉村的通屯水泥路已全部
打通，合作社运营的黑猪养殖等种养产业也稳步发
展。

重山阻隔，缺水缺地，一类贫困村咋脱贫？

“画鸡书记”的别样扶贫术

河北省磁县讲武城镇八里
冢村的田间大棚里，一朵朵雪
白的“小绒球”傲然挺立，在绿
叶和黄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
美丽。这就是扶贫“联姻”路上
的神奇野草——— 蒲公英。

“蒲公英既能加工成药材、

茶叶出售，还能当蔬菜直接食
用。”八里冢村致富带头人吴世
豪给记者算了笔账，“一个大棚
一亩六分地 ，每年可采种子
100 余斤。蒲公英鲜叶每年收
六茬到八茬。算下来每个大棚
可收入四五万元。”

据悉，依托讲武城镇蒲公
英种植基地，磁县在西部山区
4 个乡镇 20 个村庄推广蒲公
英种植，逐步探索出“支部+龙
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目前，磁县蒲公英种植
规模已达 1000 多亩，年产量在
7000 吨左右，除供应本地市场
外，还远销安徽、吉林等地，带
动近千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磁县农民种植蒲公英草致
富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地方
组团来考察种植经验。河北省
委宣传部驻承德市围场县吉上
村扶贫工作组多次到磁县调研
考察，结合当地实际谋划发展
蒲公英产业项目。

“自从工作组从磁县‘娶’回
种植技术到我们村后，村民种
植蒲公英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
处，今年还要投资建设加工厂，
延伸产业链。”吉上村党支部书
记田建新告诉记者，吉上村位
于吉布汰沟深处 ，是河北省
206 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嫁了闺女，送嫁妆。”磁县
蒲公英基地负责人笑着说道，
“蒲公英种植能够成为吉上村
脱贫致富的好产业，我们要利
用种植蒲公英的优势，从资金、

种子、技术上帮助当地贫困户，

逐渐做成当地扶贫的大产业，
从而带动更多的贫困地区尽快
脱贫致富。”

据了解，磁县技术人员在围场县注册了蒲公英
产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同时还将扩大蒲公英产业
种植基地规模，进一步拓展农家乐、休闲采摘等项目
助力群众脱贫。 (记者李继伟)新华社石家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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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0 日，石鼻镇果田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雷莉在沙洲果园采摘木瓜。安义县采取“支部+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精准脱贫模式，成立果
田村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实现全村 19 户贫困
户全部脱贫。

近年来，江西省安义县通过发展贫困村产业
基地、壮大农业龙头产业、扶持贫困户自主创业及
发展光伏扶贫产业等措施，将全县 2943 户、7381
人全部纳入产业扶贫工作体系，实现产业精准扶
贫全覆盖。据悉，2017 年安义县全县脱贫 527 户
1322 人。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安义：产业精准扶贫全覆盖

2017 年 9 月，地处苗乡大山深处的贵州省丹
寨县雅灰乡瓮帮村村民共同成立绿壳蛋鸡养殖专
业合作社。为了照顾村里缺乏资金的贫困户也能
加入合作社共同致富，大家约定加入合作社的入
股股金为一元钱一股，自愿加入，利益共享，利
润按股分红，包括 81 户贫困户在内的 97 户村民
参与。

目前，瓮帮村绿壳蛋鸡养殖产业初见成效，鸡
蛋通过多种渠道销售到各地的超市中，让村民们看
到了脱贫的希望。

大图：9 日，在丹寨县雅灰乡瓮帮村，合作社管
理人员上门与村民签订入股合同。

小图（左）：9 日，一名村民展示领到的股权证书。

小图（右）：9 日，瓮帮村绿壳蛋鸡养殖基地，饲养
员准备给蛋鸡喂饲料。 新华社发（黄晓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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