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报道

6

2020年12月2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泽仁正光
版式编辑 陈雪峰

一线故事

走

进

德

格

错阿镇错通村

采取“合作社+公司+牧户”模式，成
立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收购、加工野生虎
掌菌，通过旅游扶贫超市销售。2019 年，
合作社共收购 60000 斤虎掌菌，纯收入达
18万余元。

脱贫看变

从传统牧民到产业工人
新身份带来新生活
◎肖莹佩 张红霞 甘孜日报记者 游飞

“这些都是我们村的人，今天有六十
几个。”近日，德格县柯洛洞乡独木岭牧
俗风情体验园建设工地上，38 岁的泽巴
一边用铁锹和水泥，一边指着附近忙碌
的工人说。

体验园位于 317 国道旁，距德格县城
约半小时车程，占地 500 余亩，总投资约
5800 万元，包含牧俗文化生活体验区、
牧俗文化博览区、高原温泉休闲区 3 个
主题园区，是德格县“1371”扶贫产业布
局中 7 个产业园区之一，由成都高新区
对口帮扶。

旅游项目落地，给村民带来更多务
工机会。

泽巴是独木岭村措普组村民，像她
这样的建筑杂工，一天收入约 150 元，相
较以往靠挖虫草、帮人看牦牛，收入多了
不少。“村里好多人都来这里做工，多的
时候有 100 多人。”

通过建设现代农业、旅游业产业园
区，带动区域乡村产业做大做强，让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挣，这是成都
高新区和德格县商定的主要扶贫策略之
一。随着休闲牧场、野生鹿苑、温泉酒店
等设施陆续建成运行，不少独木岭村村
民从传统牧民变身为产业工人，迎来新
生活。

务工增收以外，当地村民享受园区
红利，方式多样。

“在独木岭牧俗风情体验园，全村有
30%的股份。”柯洛洞乡人大副主席曲扎
说，去年该村入股的牦牛养殖业合作社
已经开始分红。等旅游产业建成投运后，
将给村民带来新的持续稳定收入。

合作社助增收

更庆镇西部村

通过“引进资金+自主发展”模式，促
进民宿旅游观光和集体农场双发展，实现
双增收。目前，已建成花香藏寨藏家乐，青
稞、土豆基地 100 余亩，蔬菜大棚 15 个。
2019年，全村人均增收1075元。

双发展实现双增收

麦宿镇真通村

依托中药材市场需求，采取“党支
部+专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产业发
展模式，因地制宜建立藏木香种植基
地，规模化种植藏药材，增添脱贫致富
新渠道。

藏药材鼓腰包

竹庆镇更达村

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让村民享受
村集体分红；开发温泉资源，修建温泉酒
店，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目前，该村集
体经济固定资产已达 1000 余万元，收益
近300万元。

壮大集体经济

10月16日，德格县错阿镇马达村，阳光沐浴下，40岁的贡贡正忙着挤牦牛
奶。从山上搬迁下来后，这个村集体牧场的公益性岗位，每个月能给他带来
3000元的收入。

与此同时，2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雨托花园”藏家乐，迎来几批游客——
作为龚垭镇雨托村的集体产业之一，藏家乐已连续稳定分红3年。

从马达到雨托，同为易地扶贫搬迁，两个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铺就
脱贫致富路。

◎肖莹佩 张红霞 甘孜日报记者 游飞

从小作坊到“大车间”
这本文化扶贫经念“活”了

甘孜日报记者 兰珍 整理

打滚镇芒布村

2018年，整村实施易地搬迁，全村189
户家家搬进新居。搬迁后，村里建起第一所
小学、幼儿园，方便学生上学；建起文化广
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发展庭院经济，拓
宽收入渠道、美化居住环境。

发展庭院经济

扫一扫
更精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搬”出来的新生活

养殖新模式助力增收马达村

贡贡工作的牧场，由马达村两委
利用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投资400
万元建设而成，设置有圈养区、放养
区、种植区和服务区。牧场今年6月投
用，同步投入 60 万元采购 100 头牦
奶牛。

“我妻子也在这里做工。”贡贡
说，以前靠挖虫草赚钱，全家年收入
不足7000元。现在，夫妻俩仅在牧场
打工每月就有6000元。

作为纯牧业区，马达村村民以往
大多“看天养牛”——由于草畜不平
衡，牦牛最扛不住冬春两季，往往是

“夏壮、秋肥、冬瘦、春死”，辛苦忙累一
年，结果却是“一场大雪一场空”。

崭新的牧场，改变传统养殖模式、
提升养殖水平，促进村民持续增收。

“冬天时，牧场还可以帮助村民
圈养牦牛。”马达村驻村干部泽翁说，
立足休闲体验中心，今年特别新增深

度体验挤奶、骑马等旅游项目。“预计
年底能带来七八万元的集体收入，今
年就可以实现首次分红。”

牧场不远处，村民曲珍唠完家
常，回家开始准备晚餐。

推开铁门走进曲珍家的院落，一
条两米宽的水泥过道将其一分为
二：右边是厕所和安全饮水井；左边
是一块菜畦，白菜等长势喜人。步入
房间，宽敞的客厅、锃亮的锅具……
100平方米的套三房子，处处彰显幸
福新生活。

在马达村，像曲珍这样住上舒适
新房的，还有 185 户村民。新房建设
费用均来自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村
民只需负责屋内装修。

泽翁说，易地搬迁改变了村庄面
貌，更改变了村民的精神状态，大家
从“要我干”到“我要干”，铆足劲头
奔小康。

旅游接待托起新生活

从德格县城驱车往西南方向行
驶约40分钟，便来到雨托村。

宽敞整洁的水泥路面、规划整齐
的异地搬迁新房……全村的建筑结
构、色彩搭配都凸显出大气厚重的德
格文化特色，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
藏寨。

但在几年前，这个小山村，曾是
龚垭镇唯一的“五不通”村。针对实际
情况，德格县实施雨托新村建设项
目，使全村117户村民整体搬迁至金
沙江畔。

该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其中成
都高新区对口支援资金2200万元，新
修建住房117幢，还建设有村级活动
室、文化室、公共厕所等设施，实现了
路、水、电、网络、广播电视“五通”。

“看病村里有卫生员，买东西楼

下有超市，特别方便。”70 岁的松吉
一家 2017 年搬入新房。两个女儿除
务工外，还兼职环卫员、治安员公益
性岗位。“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去广
场锻炼身体，这样的生活以前想都
不敢想。”

搬入新房后，如何稳得住、能致
富？2018年起，雨托村着力发展集体
经济。

在江畔建设的鲜花和蔬菜种植
大棚基地，可向德格县城供给花卉和
新鲜蔬菜；建成“雨托花园”藏家乐，
为往来旅客提供餐饮、聚会服务，成
为德格县有名的旅游接待点。

“通过因地制宜培育一村一产
业，村民收入显著提高，成功实现稳
定脱贫，成为脱贫攻坚整村搬迁示范
村。”雨托村驻村干部四郎多吉说。

一县一策

“这个项链太精美了，一定要买下来。”10月17日上午，甘孜州德格县巴宫街德格
印经院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扶贫大礼包”展销会，来自当地的农特产品及民族手工艺
品，线上线下集体亮相。

近年来，德格县通过政策扶持，采取“五个加”模式，在麦宿建起19处民族手工艺
扶贫车间，让农牧民成为手工艺人，从而摆脱贫困。从民间小作坊向扶贫“大车间”转
化，德格县持续书写独特文化扶贫经。

◎肖莹佩 张红霞 甘孜日报记者 游飞

距德格印经院100多公里的普马乡
绒达村，是麦宿片区铜铸手工艺世家钦
乐工坊所在地。灯光聚焦下，手工艺者布
姆仔细錾凿，有节奏的敲打声中，印经院
的轮廓逐渐在项链吊坠上成型……

隔壁房间，40岁的扎西措也忙着打磨
手中的铜铸部件。工坊“90后”女主人达瓦
卓玛介绍，德格麦宿铜铸造技术历史悠
久、工序繁多，“一件传统的利玛铜铸工艺
品，需要敲击52万来次才能完成。”

扎西措家住真通村，带着两个女儿
的她，腿脚不太利索，过去靠低保生活，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2011年，扎西措来到
钦乐工坊学习手工艺制作。从简单的树
脂系列到彩绘，再到复杂的铜铸，随着手

艺不断精进，她的收入从最初的50元一
天实现翻番。“去年仅工资收入就有3万
元，今年还会更高。”

在钦乐工坊，像布姆和扎西措这样
的手工艺人共53人，按工种、技术娴熟程
度每天获得80－300元不等的工资。“麦
宿片区工作委员会下辖5个乡镇的农牧
民，靠做手工产品脱了贫。”德格县扶贫
和移民工作局局长泽翁罗布说。

目前，该工坊院子里，一座500平方
米的崭新木质楼房正进行内部装修。二
楼有 7 间民宿，楼下则是铜铸州级非遗
传承人尼玛的扶贫车间。“预计明年5月
开业。”达瓦卓玛说，可提供 50-100 个
就业岗位。

转变：贫困牧民变身手工艺人

在麦宿片区，像钦乐工坊这样的扶
贫车间已有19个。“我们这里虽然旅游资
源和文化资源丰厚，但曾是全县最穷、最
封闭的地方。”德格县藏艺通旅游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降拥彭措说。

2019 年，德格县利用广东援建资金
1400 万元，以“党建引领+产业园区+龙
头企业+扶贫车间+家庭作坊”模式，在麦
宿实施19处特色民族手工艺扶持项目，
涉及唐卡绘画、木雕、泥塑、彩绘、陶器、
编制、铜铸等。

或改善原有生产条件，或打捆建成集
制作、展览、体验为一体的特色民族手工
艺产业园区，或政策支持提档升级……原
来家庭式的若干小作坊，逐步转化为园区

化、规模化生产的扶贫生产“大车间”。“原
来的工坊面积有限，我只教了7个徒弟，现
在车间宽敞、条件更好，可以多收徒弟
了。”站在新建的112平方米扶贫车间内，
羊毛绒编织非遗传承人占珠说。

目前，麦宿有 2000 余名手工艺人，
基本实现村村有工坊、家家有艺人，每年
带来收入1000余万元。

以文化作带动，富一方群众。今年 4
月，德格县再投入 2000 万元，在麦宿修
建民族手工艺展销和培训中心，面积近
5000平方米，集手工艺品展销、传统民族
手工艺技能培训、住宿等为一体，逐步形
成“远看是绿水青山，中看是产业园区，
近看是美丽村落”的麦宿片区产业格局。

转化：手工作坊变身生产车间

脱贫门道

雨托村

10月17日，俯瞰德格县龚垭镇雨托村，金沙江在连绵的青山下奔流不息，高山河谷间，整齐的二层藏式小洋楼引人注目。四川日报记者 杨树 摄

10月16日，俯瞰德格县马达新村。四川日报记者 杨树 摄

十月十七日，德格县麦宿民族手工艺扶贫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制作手工艺品。
四川日报记者 杨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