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8 月 ，
我被派到北坡村担
任第一书记。两年
来，北坡村各项建
设取得长足进步，
贫困群众收入稳定
增加，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村容户貌
改变明显。作为第
一书记，为北坡村
发展、为贫困群众
脱贫作出了自己的
贡献，我感到很自
豪，也很欣慰。

初到北坡村，
我和我的同事们开
始一个社一个社地
走访，一户一户地
沟通。北坡村的落
后让我为之动容，
我下定决心，来了，
就 一 定 要 有 所 作
为。走得多了，群
众和我们熟悉了，
他 们 亲 切 地 叫 我

“胶鞋书记”，我的
电话也成了贫困户
的热线电话。

北坡村是城口
县 扶 贫 的“ 硬 骨
头”。一条 3 米多
宽的泥结石公路贯穿 1 社和 3 社，行
车不过人、过人不行车，其余 6 个社都
在山上，根本不通车。走访一遍，在
家的基本是50岁至60岁以上的老人，
年轻人都在外务工，孩子也在外上学
⋯⋯

2015 年 10 月，5 社的 5 户村民遭
遇火灾，房屋尽毁，现金、粮食等物资
付之一炬。当我们走了 4 个多小时的
山路赶到时，村民们都流下了眼泪。
回到乡里，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帮扶
单位县委办公室和县交通发展公司，
恳请给予帮助。最后，在民政救助每
户 2000 元的基础上，县委办公室、县
交通发展公司提供了 1.9 万元的慰问
金和部分物资。

现在，北坡村变化很大，沿中公
路拓宽加固完成了，即将硬化；老柏
树公路隧道开建，热火朝天；2 社公路
在加紧维修；河堤修复即将全面完
成；危旧房改造剩下几户有序进行
⋯⋯群众对政府的认同、对干部的信
任、对脱贫攻坚工作的认可、对未来
生活的希望值都在不断攀升⋯⋯

北坡村的变化，是大家共同努力
的结果。这两年，县委县政府为北坡
村大量投入，沿中公路投资 8000 多万
元，大部分路段在北坡；县委常委会
专题研究老柏树公路 1793 万元投资
问题，为北坡 5 社至 8 社群众筑就了
希望之路；县领导 10 多次到北坡村调
研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乡党委政
府高度关注，沿河乡党委书记吴雪飞
说：“北坡是我乡的脱贫难点，你有什
么事，直接找我。”还有村里的干部，
脱贫任务重，成了“全脱产”⋯⋯

我知道，一个地方从贫穷发展到
小康，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
远的路要走。但有这样的干部和群
众，我坚信，北坡村一定会走出贫困，
走向小康！

“要致富，先修路”。随着道路的
畅通，怎样加快产业发展，通过劳动
致富，成了北坡村村民最为关心的事
情。

走进北坡村村委会会议室，记者
看到座无虚席，就连过道里都挤满了
人。为什么这么热闹？原来是沿河
乡政府的干部为北坡村贫困群众带
来了“金融帮扶+产业支持”的政策

“大礼包”。
为落实精准扶贫小额贷款项目，

当地农业银行将为贫困户提供最长3
年期、额度 1 万元至 5 万元不等的贷
款。“贷款是自愿申请，不用抵押、没
有担保、不用贫困户付利息，政府用
专项资金提供贴息，大家到期把本金
还上就可以了。”沿河乡副乡长贺

鹏说。
提到“借钱”“贷款”，一些贫困户

心里面“犯嘀咕”。北坡村村主任尹
德顶解释说:“说白了，就是政府给大
家找项目，白借钱给咱用，帮咱们赚
钱。”

“虽然不要大家出利息，但这是
跟银行借的，用来发展产业的，到期
本钱还是要还的！”一位干部补充说，
引来会场一片笑声。

脱贫致富，资金活水必不可少。
村干部坦言：“脱贫致富，‘小打小闹’
远远不够，要有一定规模的产业才
行，这就需要资金的投入。但是，贫
困户手里没有钱，这时候，必要的信
贷政策是打破这一制约的关键。但
另一方面，贫困群众普遍缺乏致富思

路，很多时候是手里拿着钱，反而不
知该怎么花，也不知怎样才能花到点
子上。个别群众甚至还可能把钱用
到修房子、装修、买家电等短期消费
上，钱花完就没了，未来收入仍然没
有保障。”

有本钱了，行之有效的产业帮扶
政策必不可少。据了解，脱贫攻坚决
战打响以来，北坡村在县、乡两级政
府的支持和引导下，立足自身实际情
况，逐步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农
特产业发展。北坡村驻村第一书记
庞启渊说：“北坡村的产业规划坚持
长线与短线结合，短线产业包括花菇
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因为其种植周期
短，可以让村民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
看到经济效益。”

看金融支持——

送来“大礼包” 资金有保障

每位贫困户家门口，都有一张“贫困户结对帮扶明白卡”，既让贫
困户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又让帮扶工作更透明。

本报记者 曹力水摄

啃下

﹃
硬骨头

﹄
致富有奔头

重庆市城口县沿河乡北坡村驻村第一书记

庞启渊

记者蹲点笔记记者蹲点笔记⑤⑤ ——来自重庆市城口县沿河乡北坡村的报告来自重庆市城口县沿河乡北坡村的报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曹力水

通往北坡村柏树地区的乡村公路正在加紧修建。
本报记者 曹力水摄

北坡村村民何天万（右一）在修建院坝。 本报记者 曹力水摄

开了一家淘宝服务站的庞仁春帮村民上网选购生活用品。
本报记者 曹力水摄

城口山地鸡是城口县特有的家
禽品种，体型中等，羽毛以黑色为主，
具有抗病性强、肉质香嫩、蛋白质含
量高等特征。2009 年，通过国家相
关机构的鉴定，城口山地鸡正式成为
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

据养殖户介绍，城口山地鸡在市
场上颇受欢迎。在重庆市区，城口山
地鸡可以卖到 100 元 1 斤，品质极高
的甚至可以到 200 元 1 斤。即使在
城口县城的餐桌上，也要至少 60 元
至 70 元 1 斤，是名副其实的“高附加
值”家禽。它不仅有很高的经济价
值，还可以打响地方品牌，于是，城口
山地鸡自然就成了北坡村推广的“高
附加值”产业的首选。

“以前，北坡村的农户也有个别

散养城口山地鸡的，但都不成规
模。因为交通不便，成本太高，运
送鸡苗费时费力，外面的企业、大
户不愿意进来发展规模化养殖。这
几年，随着公路的贯通，北坡村逐
渐具备了规模化养殖山地鸡的条
件。”庞启渊说。

在这次的“金融帮扶+产业支持”
动员会上，乡里面引来了专业从事城
口山地鸡养殖的县属国有企业鹏城
源食品开发有限公司，采取“企业+农
户”的产业帮扶模式帮助北坡村发展
山地鸡养殖。

贺鹏 介 绍 ， 根 据 产 业 帮 扶 政
策，村民获得银行贷款后，没有劳
动能力的人可以把钱交给企业，由
企业代替贫困户养殖山地鸡，贫困

户每年可以获得 6%的分红。有能
力自己从事养殖工作的，企业将
以低于市场价 10%的价格提供鸡
苗以及必要的养殖材料，经过约 4
个月的养殖，企业以约定价格进行
回购。

“党的扶持政策好，以前我也养
过山地鸡，那时候没本钱，只能养几
只，不成规模。虽然有些土办法，但
没专业人士指导，管理不规范，也赚
不了什么钱，现在终于有机会走上正
轨了。”村民胡道平说。

“经过初步统计，村里基本所有
贫困户都报名申请扶贫贷款；在产业
方面，除了有两户准备自己发展的，
剩下的人都选择‘企业+农户’发展方
式进行山地鸡养殖。”庞启渊说。

“个别贫困群众在脱贫与返贫的
循环中挣扎，其根源在于‘精神贫困’
这个‘穷根’未除。”北坡村党支部书
记张明海告诉记者，“比如说居住环
境，如果贫困户居住在一个杂乱、阴
暗的房子里，那他可能会产生‘破罐
破摔’的消极想法。如果搬到了一个
干净整洁的新环境，那么他肯定会想
办法靠劳动致富，让日子过得越来越
好。事实证明，生活环境对贫困户的
带动作用是明显的”。

村民何天万这些天正在修建自
家房前的院坝。何天万今年 40 多
岁，因患有矽肺病，不能从事过重的
体力劳动，因此没有外出务工，在家
做些农活，经济条件比较拮据。

他告诉记者，现在他家的院子已

经比过去平整多了。过去，他家的房
子前面有个大土坡，坑坑洼洼不好
走，回家还需要爬几级很陡的台阶，
大儿子患有小儿麻痹，经常摔跤。赶
到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

“其实我也想把居住环境弄得好
一点，但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这次，
政府给我们免费提供沙子水泥，我们
自己出力，终于能把家里收拾得漂亮
一些了。”何天万说。

庞启渊说:“在村容户貌整治过
程中，房前屋后的院坝、水沟、厨房、
厕所等，都是改造的对象，县乡政府
给了很大的资金支持。比如何天万
家修整院坝的一部分材料，大概折合
人民币 6000 多元，由乡政府免费提
供，再由村委会负责搬运至最近的公

路，剩下的工作由他自己完成。对于
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政府还有更
多的帮扶措施。”

“房前屋后收拾利索了，各处看
着就开心，接下来该想着怎么提高收
入，让日子越过越好了。”何天万说。
今年，北坡村试点“大户+农户”花菇
规模化种植，何天万主动申请了 4
棚，积极投身到产业脱贫中来。

据介绍，近年来，城口县探索出
了“精神扶贫”新思路。在辖内贫困村
深入开展“整治居住环境、摒弃生活陋
习、培育文明新风”专项行动，既扶“水
电路”，又扶“精气神”。随着思想观念
的转变，贫困户脱贫的主观能动性被
激发出来，变“帮我脱贫”到“我要致
富”，想法转变了，干劲就有了。

访产业发展——

发展养殖业 山鸡变“凤凰”

说环境整治——

既扶“水电路” 又扶“精气神”

在满眼绿色的北坡村，一块橘黄
色的广告牌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走
近一看，原来，这是一家农村淘宝服
务站。现年 39 岁的北坡村 3 组村民
庞仁春，就是经营者。

庞仁春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
“以前，丈夫在一座金矿做工，虽然工
作辛苦，但收入挺高。”庞仁春说。

但是后来，她的丈夫被诊断出三
期尘肺病。为了给丈夫治病，庞仁春
花光了家里近十万元的积蓄，沉重的
经济负担也使这个家庭由一个小康之
家逐渐变成了贫困户。尽管如此，仍
没能留住她丈夫的生命。

家庭重任就此落在庞仁春一个
人肩上。庞仁春家中有 70 多岁患白
内障的父亲和十几岁在城里读中学
的孩子。她自己的左腿在十几岁的
时候截肢，现在只能靠假肢走路，外

出务工很不方便，许多活也干不了。
“前些年，村里交通不方便，没什么工
作机会。为了补贴家用，我去城口县
城的裁缝店当帮工，1 个月有 1000
多元工资。但是得自己花钱租房子
住，最后剩不了多少钱。”她告诉记
者。另外，家里有老人，离家远了不
方便照顾，后来，她索性回到村里，给
乡亲们做些缝补的零活，虽然收入低
些，但可以照顾老人。

村干部了解到庞仁春的情况后，
主动帮她找思路、想办法。今年 3 月
份，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她开了北坡
村第一个农村淘宝服务站。“庞仁春
年纪不大，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她身
体行动不便，难以从事农业劳动，但
又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所以村里
就重点支持她做农村电商。”北坡村
村委会干部说。

说话间，服务站里进来几位村
民：“我们想买几件衣服，你帮我们挑
挑，找几家价格便宜的，教我怎么下
单。”庞仁春回到电脑前，开始忙碌起
来。她告诉记者，“目前村民购买衣
服、生活用品比较多。现在，村里还
没有普及电脑，年纪大的人大多不会
网购，但是不少网店物美价廉，村民
潜在的网上购物需求比较强烈”。

记者了解到，庞仁春目前的主要
工作是从网上帮村民买东西，统一收
取快递，送货上门。服务站运营 2 个
月以来，平均每天都有 10 多个村民
来下单。淘宝网会根据销售情况给
予她资金奖励，效益还挺不错。“比以
前出去打工强多了，还不用离开家。”
庞仁春笑着说。未来，帮助北坡村村
民在网上销售农副产品，将成为她新
的业务方向。

村 里 有 个 电 商 服 务 站

村民袁锦明在大棚里采摘辣椒。 梁国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