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

3

2020年10月1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春燕
版式编辑 边 强

过上好日子，更要养成好习惯——

一个“办不下去”的学习班
一县一策 一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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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日乡巴河村

农旅结合成亮点

围绕“一园一场三基地”产业发展布
局，打造高原油菜基地。同时，主动对接措
卡农庄建设，打造藏文化特色民居，形成农
旅结合新亮点，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洛古乡然布村

通村路成为脱贫路

2018年4月，新龙县先后投资1084万
元，修建了一条宽4.5米、长7.2公里的然布
村通村路。自此，村民上下山从一天缩短到
一个多小时，生活方式也得到了改变。

色威镇卡娘村

民居改造让生活大变样

实施新村建设和藏民居改造工程。其
中，“人畜分居”项目在室外新建牛棚，改
变藏族群众楼底养牛、楼上住人的生活习
惯，让群众居住环境得到改善，生活更加
安全、卫生。

雄龙西乡哈米村

党建引领助推脱贫事业

村党支部坚持“政治第一、德才兼备、
带头致富能力强”用人标准，不断提升治理
能力。目前，“6+1”标准齐备的村级活动室
已建成，党员干部也在脱贫攻坚一线干在
先、走在前。

脱贫看变

引进公司 改进技术
让高原菌子远销各地

◎四川日报记者 雷倢 张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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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17日，学习班正式开班。
乐安片区政府工作人员印象深刻：20
多名妇女两两相对，一字排开，学习洗
脸、刷牙、洗头……

培训班的开办，要从脱贫摘帽后
的“三间合一”说起。

根凤莲介绍，乐安片区有6个村，
2019 年 4 个贫困村已脱贫。“当时，片
区已经进行了‘三间合一’改革，帮每
家贫困户修建了‘三间合一’（即集洗
漱间、洗衣间、卫生间功能于一体）的
生活间。但不少贫困户就是不用，把这
个当作储物间。”根凤莲说起这事有些
心痛，“洗衣机、太阳能热水器，都是政
府帮忙整好的，白白浪费了，好痛心。”

对此，当地总结了三个原因：观念
跟不上、懒惰，还有就是村民不会用。

过上好日子后，怎样让村民养成
好习惯？经过商量后，当地觉得有必要
办个学习班。

刚收割完的青稞在院子内堆放得整整齐齐，地上没有一根草，家里也一尘

不染。9月13日上午，甘孜州新龙县色威镇乐安片区卡娘村切衣组，村民德西志

玛正在家里收拾青稞。

色威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根凤莲一出现，德西志玛一下有点紧张：“我

刚从地里回来，还没来得及换衣服。”“我是来看秋收情况的。”听到根凤莲的解

释，德西志玛笑起来：“把我吓了一跳。”

德西志玛的“紧张”不仅因为乡里平时的卫生检查抓得紧，还因为一个学

习班——乐安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懒婆娘”学习班。去年，她在学习班上用了一周

时间来学刷牙、洗头、洗衣、收拾家务等。

◎四川日报记者 张明海 董世梅 雷倢

缘起 建了“三间合一”生活间 却用不起来

脱贫门道

绕鲁乡宿麦村

养殖业助力村民“抱团脱贫”

今年3月，用县上出资的100万元，建
设厂房600平方米，购买犏母牛100头，成
立专业合作社。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分散的
农户被组织起来，通过供应原料、给合作社
务工等，走上了“抱团脱贫”路。

沙堆乡觉里村

创建文明村形成好风气

完善和健全规章制度，并让村民参与
到文明村创建活动中来。同时根据新情况、
新问题，不断改进创新村规民约，让村民养
成好习惯，全村形成好风气。

四川日报记者 兰珍 整理

每年 7 月到 9 月，新龙县尤拉西乡尤
拉西村村民都会起早贪黑、带上工具上山
采菌。9月13日，记者来到这里看到，村民
们正忙着晾菌子。“以前，因为交通不便，
没有销售渠道，菌子的价格不到现在的1/
3。”尤拉西村党支部书记阿真说。

变化始于 2019 年 4 月。由宜宾企业
捐资筹建的琼益菌业成立。这家公司集
收购、加工、销售为一体，成立当年，就收
购野生松茸近 1 万公斤，獐子菌、青杠红
菌等近 5000 公斤。再加工后，这些产品
全部售罄，公司也实现总体经营产值近
200 万元，当年实现经营纯利润十余万
元。这些利润的 52.5%用作项目资金，
25%归村集体经济，22.5%分配给尤拉西
乡全乡农牧民。

随着收购菌类的不断增多，公司引进
了一套价值 13 万元的自动化烘干设备，
并请来有20多年经验的野生菌生产技师
开展冲洗、切片、销售等方面的培训。阿真
感叹：“以前挖回松茸，都是冲一冲、洗一
洗，随便晒一晒。现在，要讲方式方法。松
茸嫩，要轻洗，切的厚度也关键。”

为拓展销路，琼益菌业还构建起与顺
丰快递、稻城亚丁机场、广州货拉拉等相
关物流机构相匹配的销售物流体系。目
前，尤拉西村的菌子已远销至北京、上海、
深圳、成都、重庆等地。尤拉西村农牧民人
均年收入也跃升到了1万余元。

◎四川日报记者 雷倢 张明海

目的 从妇女入手 鼓励养成好习惯

首期培训班的学员从哪里来？“学
员来自乐安片区 6 个村的 26 个家庭。
这些家庭均是在 2018 年全年卫生暗
访抽查中，每个村卫生排名靠后的几
名。”根凤莲说。

至于“懒婆娘”学习班的名字，“不
是歧视，确实是需要改变‘懒’这个习
惯。另外也是希望刺激下，让大家都养
成好习惯。”根凤莲说。“太臊皮了，在
村里感觉无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学员私下偷偷告诉乡干部。

课程安排也侧重卫生习惯、家务
整理等内容。根凤莲专门教刷牙、洗头
等，卫生院院长进行女性卫生知识讲
座等。

为保证学习班的顺利开展，组织
者们一开始就宣布了严格的纪律，比
如不允许迟到早退。

“正式开班那天，几名学员迟到。
我们对其进行了走正步、跑步等小‘惩
罚’。”根凤莲说，第二天大家全部准时
赶到。

结局 “生源”堪忧 快开不下去了

在德西志玛家的“三间合一”生活
间里，记者看到，一家人的牙膏牙刷摆
得整整齐齐。“现在，全家人一进门就
要换鞋子、洗手，哪怕鞋上有泥，也会
放得整整齐齐的。”德西志玛感受很
深。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吉麦扎西也
很开心：“妈妈现在变得更爱干净了。”

不光德西志玛，生活习惯的改变
带来的变化太大了。卡娘村村支书白
玛其麦告诉记者，以前新修的水泥村
道上，到处都是牛屎羊屎，现在完全没

有了，每家门口都种菜、种花、种果树。
学员们的生活习惯变好了，但在

筹办第二期学习班的过程中，根凤莲
却“发愁”了。

“大家都开始转变观念、养成好习
惯，‘懒婆娘’基本没有了。”根凤莲想
起了去年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对乡干
部喊出“谢谢”的画面。

“开不下去，最好！学习班没有开
设的必要，大家都觉得高兴。”根凤莲
乐呵呵地说。

通过参加学习班，不少村民养成
了好习惯。图为9月13日，卡娘村一位
村民正在洗手。

四川日报记者 杨树 摄

9月13日，新龙县麻日乡境内的措卡湖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通过发展旅游，当地不少村民实现脱贫增收。四川日报记者 杨树 摄

9 月 12 日下午，国道 227 线边
上的新龙县博美乡仁乃村雪菊基地
里，朵朵雪菊摇曳争艳。几名村民一
手拿着袋子，一手掐住花茎，轻轻一
拧，嫩黄的雪菊便落进袋子。“今天
已经采了七八公斤雪菊了，按照20
元一公斤的采摘价，今天已经挣了
100多元。”贫困户益西巴姆说。

“原来这里种的是格桑花，好看
是好看，但大家拍拍照就走了，没为
村民带来更多收益。”仁乃村驻村工
作队队员郑捷告诉记者，仁乃村是
省级贫困村，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 18 户 89 人。村里主要产青稞、小
麦、土豆、油菜等，村民主要收入来
源为外出务工、采挖虫草等。

去年，作为宜宾市对口援建新
龙县重点项目之一，位于博美乡贡
科村的宜新农业科技示范园试种雪
菊成功。之后，当地决定在仁乃村推
广种植雪菊。“原来种格桑花是希望
发展旅游业，但雪菊不仅具有观赏
性，还有药用价值，经济价值更高。”
郑捷说。

今年，仁乃村50亩雪菊种植示
范基地项目正式动工。“一开始，村
民还不同意。一来因为格桑花漂亮，
二来大家没有种雪菊的经验。”仁乃
村村主任泽翁回忆起村民们的顾

虑，“还好有县农牧局的人来帮忙。”
4 月种植，7 月开花，8 月到 10

月下旬采摘。如今，仁乃村的雪菊迎
来第一个收获季，并吸引20多名村
民前来务工。“每亩地可以产出 20
公斤左右的干花。”郑捷算了笔账，
按一公斤雪菊 600 元的价格算，每
亩产值达1.2万元。

雪菊还是仁乃村吸引游客的法
宝。去年成立的仁乃村旅游专业合作
社计划通过“基地+合作社+农户”的
方式，将仁乃村打造成“康巴红·甘孜
旅游腹心高地”措卡湖旅游景区接待
站和粱茹藏族特色文化体验村寨。

在雪菊基地，记者看到，不远
处，赶往措卡湖的游客停下了车，在
这里拍照。“一到假期，景区接待站
的餐厅就会有很多客人。”郑捷告诉
记者，种了雪菊后，许多前往措卡湖
的游客，都会在此歇一脚拍照、吃
饭，顺便买点雪菊。

离雪菊基地不远的山坡上，两
台挖掘机正在作业。博美乡乡长严
国英介绍，那是正在建设中的梅花
鹿养殖场和有30个房间的民宿，山
脚下还计划修建个加油站。“到时，
游客在这里将从‘歇一脚’变成‘住
一晚’，仁乃村的旅游形态也将更多
样，村民的收入也会更多。”

种下高原雪菊
仁乃村开出“致富花”

9月12日，新龙县博美乡仁乃村，村民正在采摘雪菊花。
四川日报记者 杨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