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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新闻稿件，更是
一篇扶贫“心得”。在 10 月 8
日召开的四川省“大学习、大
讨论、大调研”活动总结座谈
会上，我州理塘县甲洼镇下依
村作为全省唯一一个村级典
型 ，向 省 委 书 记 彭 清 华 汇 报
——

精准扶贫进行时
◎谢臣仁 记者 田杰/文
叶强平/图

理塘，既是名副
其实的世界高城，更
是生物学家眼中的
生命禁区。但在这片
贫瘠而又充满传奇
的土地上，红六军团
和红三十二军在下
依村实现胜利大会
师，留下了一段传奇
故 事 ；在 82 年 后 的
今天，下依村群众以
当年拥戴红军的那
份激情，在决战脱贫
攻坚的战斗中，精彩
演绎攻坚决胜的连
台好戏。
一 个 海 拔 3600
米的贫困村为何能
在短时间发生如此
变化？笔者在村民三
句朴实的话语中找
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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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生

海拔
米
高原藏寨传来攻坚捷报

村民的第一句话是

村民的第三句话是

“以往辛苦干一年，挣不到个
‘肚儿圆’；现在
挣钱门路宽，一年轻松上万元”

“爬山不能停在半山腰，奔康路上得快跑”

下依村处于国道 227 沿线，平
均 海 拔 近 4000 米 ，全 村 52 户 212
人，其中贫困户 20 户 80 人，党员 12
名。以往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里
房屋破破烂烂、地里庄稼稀稀疏疏、
每年收入寥寥无几。如此天长日久，
大家灰心丧气，觉得日子没奔头、生
活没希望。
当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村两委
在思考：怎样才能找到一条脱贫致
富的路子？经过走出去考察了解到，
其实下依村有着肥沃的土地，是种
植高原蔬菜的好地方。
可要发展蔬菜，资金和技术缺
一不可。村集体要资金无资金，村民
要技术无技术，发展产业谈何容易？
可人总不能被尿憋死，
经过几轮
村民大会讨论，全村决定了“土地招
财”
方案。
在县、
镇的指导和支持下，
依
托农业龙头企业探索建立了“公司+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引进
理塘县13个贫困村产业发展资金，
由
农业产业化企业实行管理，
流转土地
建起生态农业产业园区——玛吉阿
米生态农庄，
修建 40 座蔬菜大棚，
高
原生态农业在此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村里建起了生态农业产业基
地，村民土地租赁给管理企业，一年
一亩土地租赁费用 600 元；村集体

在企业分红，单就今年上半年，村集
体经济就实现分红 10 万元，户均增
收 1500 余元；村民还在产业园区打
工领工资，人月均收入 3000 元，几
项相加，
收入呈几何倍增加。
村民泽仁正呷以前是典型的贫
困户，上有生病的阿妈需要照顾，下
有两个上学的娃娃需要抚养，关键
是两口子没有一技之长。每年上山
挖虫草还看运气，丈夫进县城务工
只能临时找又脏又累的活且工钱又
低，所以两口子只好呆在家中干干
农活、勉强糊口。
现在泽仁正嘎家土地租赁给企
业当
“地主”
，
自己还在园区打工，
收入
大幅增加。
“以往辛辛苦苦种地一年，
一亩土地收入才 600 元，
刨开成本和
人工，
落不下几个钱。
现在手指不动一
下一亩租金都有 600 元。
我在园区里
打工每天工钱 100 元，
年底村里还要
分红。
以往辛苦干一年，
挣不到个
‘肚
儿圆’
；
现在挣钱门路宽，
一年轻松上
万元。
干活时心里都是甜滋滋的。
”
泽
仁正嘎一家 5 口 2017 年家庭总收入
20853.79 元 ，人 均 纯 收 入 3990.76
元，
于2017年实现脱贫目标。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产业增收，
下依村村民都像泽仁正嘎这样感受
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村民的第二句话是
“以往，吃不饱肚子、空口袋；现在，富了口袋
富脑袋”

决战

地球之巅

奋进新时代
高原小康梦

10 月 5 日，
正值国庆旅游接待高峰期，
在丹巴
县中路乡络绎不绝的人群中，一位步履蹒跚的老
人提着一壶酥油茶出现在该乡旅游便民服务点，
民警执勤人员迅速迎上去笑意盈盈地接过老人手
中的茶壶，慈祥的老人眼睛里满是关怀，像对自己
的儿女一样对执勤人员们嘘寒问暖，感动了在场
所有的游人。警民之间互帮互爱暖人心的这一幕
成为了国庆丹巴县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位老人是丹巴县中路乡波色龙村的周茂
秀。据该县民警执勤人员苏兰泽郎介绍，周茂秀老
人一家是村里的贫困户，这两年，在政府的帮扶下
已逐渐走上脱贫的道路。除了老人外，该村云漫山
居和藏家小院两家接待户也坚持风雨无阻地为执
勤人员们送吃的。
“已经连续五天了，他们从未间断，渴了，他们
给我们送开水、茶叶；饿了，他们给我们送热气腾
腾的包子馒头和鸡蛋、水果；冷了，他们给我们送
火炉、炭和衣服。推也推辞不掉，给钱他们也不要，
真是太让我们感动了！”苏兰泽郎说。
谈起自己的这一举动，云漫山居的负责人邹
远秀朴实地笑了笑说：
“国庆大家都在放假，而他
们却在坚守岗位，我们和游客都是旅游的受益者，
做这件事情实在是微不足道，为他们送送饭，没什
么大不了的。”
来自北京的游客苏女士全程见证了这一幕，
她说：
“这次丹巴之行，本为欣赏秀丽风光，不想一
路上都看到这里的群众和执勤人员那些感动的场
景，感慨颇多，如果人人都像这样互相帮助、互相
关心，
这个社会一定会更加美好！”
据悉，为方便游人，丹巴县于国庆前夕开始在
县城进出口、重要景区点、主要干线公路节点等地
区设置了八个旅游综合服务点。国庆期间，该县旅
游、民警、交通、卫生、市监等涉旅部分主要负责人
均深入各乡镇、各便民服务点，亲自参与并督促相
关工作人员向各地游人提供优质服务。特别是民
警们更是坚持“常态化”
“ 全覆盖”
“ 无缝隙”24 小
时值勤上岗，
以确保假日旅游安全有序。
张黎萍 丹巴县委中心报道组 降初泽郎

黑青稞熟了
藏族农民笑了
甲根坝乡政府大院内人头攒动，来自该乡各
村的 119 户贫困户们把今年刚刚收获的 19386.25
斤本地产黑青稞拉到这里交给康定市洞波酒业有
限公司，这让这些藏族农民们增收 10.9 万元，脸
上充满了幸福的笑容。
该乡日泽村刚脱贫的贫困户四郎拥忠的丈夫
加出，驾驶着拖拉机载着 1500 多斤黑青稞来到这
里，他满脸幸福的拉着曾经是该村第一书记的记
者手说：
“老书记，多亏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如今
我家脱贫了，房子刚刚装修完，1 千多斤黑青稞他
们根据协议给每斤 2.8 元，今天我就有 4200 元的
打到银行卡上。”
据了解，康定市洞波酒业有限公司是康定市
委、市政府为积极响应甘孜州全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及全域旅游、乡村振兴战略而孵化培育的重点
类农特产品企业。他们与当地合作主要采取了秉
承“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的理念，采用
“企业+基地+农户”的公司营运模式，通过黑青稞
酒的品牌化、规模化、持续化运作，构建产业闭环，
提升黑青稞的转化附加值，解决黑青稞产品形式
单一、附加值低、同质化严重等产业化输出问题。
目前，公司与呷巴乡、新都桥镇等六个乡（镇）联合
打造出“万亩青稞种植示范基地”，签订了 11000
亩黑青稞定向收购协议，覆盖 71 个行政村，5022
户，25799 人，其中涉及建档立卡户 950 户，贫困
人口 3865 人，
户均增收 2000 余元。
该公司还实施技能扶贫，助力百姓就业奔康。
他们实行“统一质量、统一标准、统一商标、统一销
售”的运营模式，推行“市场+企业+基地”一体化
经营，探索黑青稞流通新路子，转变原先销售单靠
客商上门收购外销、定价权掌握在收购客商的被
动局面，减少流通环节成本。每到农户播种季节，
公司统一发放粮种（标准）至乡（镇）政府，由乡
（镇）政府代发给农户，并安排专业技术人员现场
统一对农户进行培训，指导农户进行种植，确保收
购黑青稞的标准。本年度黑青稞收购量将达到
320 万斤，采购金额近 1000 万元，农户因价格提
升而增加收入近 200 万元。目前，该公司除个别高
级经营管理人才由外地引进外，90%以上的工作
人员在本州待业人员中选聘，实现了百姓就近、就
地长期稳定就业。
另外该企业还实施了旅游扶贫，助力乡村旅
游振兴。
“万亩种植示范基地”的建设，让当地老百
姓思想更加开明，观念更加开放，通过“荒地变耕
地”，计划实施“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精品工程，
创新发展农田观光旅游，开发文旅产业，深度融入
甘孜州全域旅游大格局，积极打造康巴地区地标
型青稞酒类及文旅结合型综合企业，力争在全国
范围内达到一定知名度。目前已制作完成农旅宣
传片，下一步将整合该地区历史文化、民俗文化、
农耕文化等特色物产和自然景观文化资源，开发
适合当地的农旅项目和旅游商品、纪念品。
甲根坝乡政府乡长贡嘎仁青介绍说：
“为扎实
做好脱贫攻坚工作，增加群众收入，甲根坝乡在市
委市政府和帮扶单位的支持下，积极探索产业发
展新路子，依托‘学校+农户、企业+农户’模式，拓
宽本地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让特色农产品走出
去，让群众钱包鼓起来。甲根坝乡与康定市洞波酒
业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协议，公司收购本地产黑青
稞为贫困户增收。帮扶单位电子科技大学采取‘以
购代捐’的方式收购产自甲根坝乡的土豆 63634
斤，为群众增收 11.5 万元。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让
贫困户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来，不仅解决了贫困户
增收问题，也更加坚定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
心。黑青稞熟了，
这些藏族农民都笑了！”
康定市委中心报道组 张璟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了白玉在脱贫攻坚道路上领导们
的担当。
2015 年 3 月，白玉县就成立了
“扶贫攻坚办公室”，抽调 12 人从 4
月开始就到全县 17 个乡镇进行摸
底调研；而全州启动此项工作，实
际上要到 2015 年 7 月州委召开会
议，也就是说，白玉县的“脱贫攻
坚”工作启动最早。
但是，白玉县这个“调研”时间
跨度却非常长，从 4 月到 10 月底，
◎欧阳美书
直到州里催了几次白玉脱贫攻坚的
部署，
白玉县才在年底 12 月召开精
准脱贫专题会议，通过了相关“决
定”
，
从这个角度看，
又属于最晚。
可以说，
为了
“搞扎实”
，
白玉县
委县政府，
是冒了一些风险的。
精 准 扶 贫 ，当 时 省 里 有 大 政
策，
就是
“四个好”
。
首先是
“住上好房子”
，如何让
来自脱贫奔康一线的报告
困难群众住上好房子？当时并没有
明确规定。但白玉敢为天下先，大
报告文学连载
手笔提前布局，很有气魄地整合了
州委宣传部
全县 1 亿 6 千万资金给全县 5000
余贫困户建房，这在当时，绝对是
州文联
大手笔，当然也有一定的风险。直
甘孜日报社
到 2016 年 4 月，中央政策才明确，
直接给困难群众建房！
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其次是“过上好日子”，刚开始
联办
时国家省州并没有相关标准，白玉
此前五个多月的深入调研没有白
做，分片区、分村分析总结出了 186
（上接 10 月 10 日第五版）
条百姓生活存在的问题及贫困原
马春林，白玉县副县长，分管
因，最后得出了“短期脱贫靠政策，
精准扶贫工作，这也是笔者在此次
中 期 致 富 靠 产 业 ，长 期 稳 定 靠 教
北路三线的采访中，正式采访的县
育”的结论。
级领导。
（未完待续）
从马春林的介绍里，笔者看到

民警 24 小时
“无缝”执勤
群众自发送饭暖人心

更精彩
扫一扫

实施“润育工程”，以“下依之星”评
选活动为载体，
提振干群精气神。
“下依之星”评选活动涉及六个
奖项，包括勤劳之星、致富之星、卫
生之星、教育之星、和谐之星、优秀
队干。本次活动由村委会商议出 20
名候选人来角逐奖项，经过村民民
主评选，为 6 名获奖者颁发荣誉证
书及 200 元奖金，今后还将继续开
展此项活动并逐年提高奖励金。
以往娃娃放牛羊重要，挖虫草
现实，现在最好的虫草在课堂，最
好的牛羊在书上。在获奖人员中，
被评为“教育之星”的洛绒泽旺说：
“我没文化，不能再让下一代也像
我 一 样 ，再 苦 再 累 都 要 供 娃 娃 上
学，读好书有了知识、有了文化将
来才更有出息。”
“以往大家都觉得日子没奔头，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评选活动
现在大家有了精神头。以往吃不饱
激励了广大村民。村子变漂亮了、村
肚 子 空 口 袋 ，现 在 富 了 口 袋 富 脑
民变文明了，
整个村子有了精气神。
袋。”村民泽批常爱说这句关于“口
贫困户正呷说：
“好日子是干出
袋”和
“脑袋”的话。
来、好房子是建起来的、好习惯是学
就如泽批所说，村子呈现的变
出来的、好风气是树起来的。”
化，不仅口袋里有钱，更是脑袋里有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村民们一番
“货”。在物质逐步丰富的基础上，对
感恩奋进的情怀：脱贫全靠党的政
精神层面也有了积极追求，下依村
策好，
奔康还得自己加油干。

下依村 2017 年整村“摘帽”。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的结果，
是不是“帽子”一摘就一劳永逸。我
正是立足乡村实情经过多次调研、
们不这么想。村支部书记赤乃说： 学习先进经验，经过村民讨论民主
“2020 年我们要奔小康，现在还在
表决，确立了实行“公司+党支部+
半山上。爬山不能停在半山腰，奔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生态农
康路上得快跑。”
业的正确路径，才有今日下依的巨
现在，
下依村产业从传统农业向
大变化。二是党建引领是根本保
现代农业转变。
各位领导，
只要你们
证。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党支部为
在成都大超市溜上一圈，
准会看到我
组织核心，党员起好带头作用，基
们玛吉阿米生态农庄产的高原西瓜、 层堡垒作用充分发挥，为致富奔康
草莓、
番茄。
现在玛吉阿米生态农庄
夯实群众基础和组织保障。三是产
正在打造集生态农业、
乡村休闲、
农
业发展是重要抓手。在藏区，产业
事体验为一体，涵盖蔬菜（水果）种
发展一直是难啃的“硬骨头”，只要
植、
有机养殖、
湿地公园、
生态智能温
找准方向、找准路径、找准突破口，
室以及农业旅游开发的农业、
文化、 就能发展富民产业，为脱贫攻坚提
旅游
“三位一体”
的生产生活生态同
供强力支撑。四是内生动力是强大
步改善、
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的新
能量。思恩感恩勇奋进，幸福都是
型农业产业发展的试点区。
奋斗来的。正是下依村村民有着不
下依村还将依托地处国道 227
掉队的豪情，有撸起袖子加油干的
线的优势，融入环亚丁旅游圈，大
行动，
才赢得来变化、赢得幸福。
力发展旅游产业，为群众拓宽致富
百尺竿头进一步，中流击水正
路径，
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当时。成绩已是过去时，追求只有
回望过去，目睹变化，理塘县
进行时、奋斗更需现代时。下依村
甲洼镇下依村“第一书记”彭明辉
将传承红色文化、弘扬红军精神，
总结四点启示：一是“三大活动” 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决
是行动指南。下依村的发展变化是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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