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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贫困群众致富有信心
—

—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华屋小组文化扶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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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河南商水县东城办事处王沟桥

村扶贫基地的“安同”桃喜获丰收，亩均收入可

以达到 1.2 万元左右。近年来，该县采取“基

地+合作社+贫困户”的方式集中连片种植桃、

葡萄、草莓等高效经济作物，为果农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 刘 飞摄

贫 困 户 种 桃 喜 获 丰 收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
乡黄沙村华屋小组是远
近闻名的贫困村，也是
红军烈士村。2012 年
之前，华屋农民人均纯
收入只有 2230 元，119
户农户中有 103 户仍然
居住在土坯房中，其中
有 8 户农户因房屋倒塌
租房居住。

穷惯了的村民对改
变华屋贫穷落后的面貌
失去了信心，出去务工
的不愿回来，留下的则
无进取心、得过且过。

瑞金市委书记许锐
初到瑞金不久就去了华
屋调研。“这里的致贫
原因除了历史因素外，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思想
贫困、精神贫困、文化
穷困。”

要树立脱贫致富的
信心，就要让群众看到
希望。2012 年，瑞金
市结合村情特点，围绕

“ 红 色 文 化 旅 游 特 色
村”的定位，大力实施
土 坯 房 改 造 ， 拆 旧 建
新，留旧衬新，美化村
庄、发展产业。

留住乡愁，打造美
景。华屋统一规划建设
了 66 套具有浓厚客家
风情的新民房，在村庄
后 山 建 设 了 “ 信 念
亭”，打造了“信念的
力量”“永恒的信念”
两堂现场教学课，修建
了“长征体验路”，建
设了红军祠和村史馆。
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
对革命烈士居住过的土
坯房进行了修缮，布展传统农耕文化，延续了
红色历史文脉。同时，这里还完善了循环路、
游步道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了篮球场、农家
书屋等文化设施，设立了老年颐养之家、妇女
之家、留守儿童之家，并大力开展红色教育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乡村活动，提振群众

“精气神”。
黄沙村党支部书记黄日生说：“村庄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精神面貌也随之有
了大变化，村民们如今感恩奋进，脱贫攻坚、共
奔小康信心百倍。”

华屋的变化唤回了外出务工青年，他们纷
纷回到家乡。华水林回到村里，承包了 8 亩蔬
菜大棚，2015 年一举摘掉了贫困帽子，成为首
批脱贫光荣户；先富帮后富，先富起来的华锋看
到家乡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回到家乡种植了 80
亩百香果，带动 4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如今，华屋红色景观和绿色环境交相辉映，
成为党员干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游
客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华屋乡村旅游发展公
司总经理华寿辉说：“我们把村民闲置的房屋打
造成农家旅馆，开办农家乐，村民们都成了旅店
老板，每家每户一个月接待游客住宿收入就有
1000多元。”

年过八旬的烈士遗孤华崇祁，家中只有三
间半土坯房，4 个儿子长大成人后，10 多年全家
没有聚在一起吃过团圆饭。2015 年春节搬进
新房后，全家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儿孙欢聚一
堂，老人家喜极而泣。如今，看到每天游客不
断，他高兴地说：“是党和政府给了我们一个红
红火火的未来。”

“文旅农”融合，乡村成新景，脱贫添动
力。瑞金把华屋红色乡村旅游纳入了全市旅游
整体营销，利用重要节假日策划开展系列文化
旅游活动，做旺红色乡村旅游人气。人口不到
500 人的华屋小组，在去年国庆和今年元宵节
期间，分别举办了“首届乡村旅游节”和“元
宵民俗文化乡村旅游节”，吸引了游客近 20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00 万元，带动了周边
1000多人脱贫。

同时，瑞金市大力发展红色品牌农业，对华
屋传统养蜂产业进行包装，注册“17 棵松”蜂
蜜，通过“农家书屋+电商和农村 e邮”文化扶贫
工程，迅速成为网上畅销产品；利用“红军村”的
影响力，发展观光农业，山上种植油茶、脐橙，田
里种植大棚果蔬，打造了初具规模的观光农业
示范园。去年，华屋小组实现整村脱贫。

“‘三卡’工程是我们打出的一套组合
拳，重点在于因人因户因村精准施策。”辽宁
省西丰县委书记康冠华告诉记者，围绕贫困
户致富没门路、投资缺本钱、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的实际情况，西丰县推进了“脱贫卡、健康
卡、诚信卡”三项工程，助贫困户脱贫成效明显。

脱贫卡成为连心卡
记者在西丰县郜家店镇宣化村贫困户

鄂义福家看到门上的脱贫联系卡：“脱贫时
间：2017 年；脱贫项目：庭院种植黑木耳；帮
扶干部：村党支部书记佟长军。”51 岁的鄂
义福长年卧病在床，种地的收入不够药钱。
去年，鄂义福用扶贫互助金入股了郜家店镇
原昌药用菌合作社，他的妻子李宝杰在合作
社的木耳基地打工。年底，鄂义福家就得到
合作社的分红 2000 元，加上李宝杰打工挣
的 7280元，鄂义福家一下子脱了贫。

像鄂义福一样，西丰县 96 个贫困村的
2.97万贫困农民每人都有一张脱贫卡。“‘脱
贫卡’不仅挂在贫困户门上，更拴在党员干
部的心上。贫困户是由哪个干部帮扶的、脱

贫项目是什么、什么时候脱贫，一目了然。”
郜家店镇党委书记孟晓晨说。

西丰县充分运用扶贫互助金撬动致富
产业，引导农民以土地、劳务、资金等形式参
股入社，建立“贫困户+包扶干部+合作社”
的模式，解决了贫困户生产没项目、管理缺
技术、销售没门路的难题，全县发展产业扶
贫基地 54个，带动贫困人口 6278人。

健康卡提供医疗保障
10 天前，67 岁的孔庆东突发急性心肌

梗塞，被家人送到西丰县第一医院。通过医
院开设的贫困户就医绿色通道，孔庆东得到
了优先抢救、治疗，医务人员还为其办理了
先住院治疗后交费的手续。

2015 年，西丰县全面启动了以健康卡
为标志的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管
理一体机项目，为全县每千名群众设立一名
医生，配置健康管理一体机 360 台，农村基
层卫生院对 22.3 万农民健康体检数据进行
采集汇总，建立完善居民个人健康信息档
案，发放居民健康卡。居民健康卡记录了居

民每一次体检的身体健康状况信息，可以在
网上预约挂号、异地就医、医药费结算，医院
通过健康卡管理系统可以对患者开展远程
医疗服务，医生可以对患者进行科学诊治、
就诊随访、慢性疾病康复跟踪指导。

数据表明，西丰县因病致贫人口共 2.68
万人。当地政府投入保险金 400万元，为所
有贫困人口办理了补充医疗保险，使贫困户
在 35 种重大疾病面前不再害怕。政府划拨
专项资金将特殊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了新农
合医疗险保障体系。

诚信卡兴起文明风
“你别小看这张卡，就凭它，我得到了 5

万元妇女创业小额贷款，还享受了利息减
免。”西丰县房木镇醒时村妇女连桂娜告诉
记者，去年，在西丰县开展的农村信用体系
建设项目中，做事有原则、做人讲诚信的连
桂娜家被评为“AAA 级”信用户，获得了一
张最高等级的“诚信卡”。当年，在“巾帼脱
贫”工程的帮助下，连桂娜贷款买了 4 头母
牛，产下 4 头小牛，一头小牛能卖 5000 元。

尝到甜头的连桂娜牵头成立了醒时村养牛
合作社，带动 20 多位妇女养牛，姐妹们说要
一起赶着黄牛奔小康。

2016 年，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项目试点县，西丰县开展
了城乡居民诚信等级评定，将农户划分为
AAA、AA、A 和非信用户 4 个等级，农民个
人的信用等级张榜公示后记入个人诚信档
案，并发放与其信用等级相应的诚信卡。农
户申请贷款时，银行根据其诚信等级核定信
贷额度、利率以及是否需要抵押物，诚信等
级高的农户不但适当放宽贷款条件，而且享
受更多优惠政策。

截至 2016 年末，西丰县评定出信用农
户 5.36 万户，西丰县邮政储蓄银行、西丰县
农业银行、西丰县农村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
向 810 个信用户发放贷款 4703 万元，带动
2674 人实现脱贫。今年，西丰县完善了“扶
贫风险补偿基金”和扶贫贷款贴息制度，支
持金融机构为贫困户提供免抵押、免担保扶
贫小额信贷及扶贫再贷款，全年将发放产业
扶持贷款 2亿元，6500人可靠诚信卡脱贫。

辽宁西丰县推进“脱贫卡、健康卡、诚信卡”三项工程——

三张卡片给贫困户送去希望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孙庆春

对于 40 岁的白来得而言，去年父亲的
一场大病，不仅完全打乱了一家人的生活
节奏，也让原本生活还算小康的一家人一
下退到贫困的行列。“去年父亲突然查出患
了直肠癌，不仅花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卖
掉了两头牛，还欠了 3 万元的外债。”白来
得坦言，父亲一病，自己打工也不敢走远，
媳妇又要照顾小孩，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都
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周边只要哪有
活干，我就去哪，不管工钱多少，能挣一点
是一点”。

家住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向化藏
族乡上滩村的白来得，是典型的因病致
贫。尽管这几年村里确立了“一工（务工）、
二养（养殖）、三种（种植）”的扶贫基本思
路，先后有 41 户（2015 年精准识别建档立
卡贫困户是 83 户）的贫困人口走出了贫困
行列，村民们的“钱袋子”也逐渐鼓了起来，
但“天有不测风云”，生活中总有一些逃不
过的“劫数”。但是，记者采访中看到的，是
村民们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勤劳付出的行
动在不断充实着自己的“钱袋子”。

观念不变原地转
观念一变天地宽

上滩村位于大坂山南麓脑山区，平均
海拔 3100 米，昼夜温差大，每年零摄氏度
以下的霜冻期长达 6 个月，5 月飞雪都是寻
常事。这使得土地对种植的庄稼十分挑
剔，常常让村民们忙活了几个月的收成也
不尽如人意。

白来得告诉记者，他家有 7 亩地，主要
种植小油菜和青稞，“风调雨顺时，青稞亩
产 300 斤，小油菜亩产 200 斤，除去机耕机
收费用、农药化肥种子，青稞每亩能赚 200
元，小油菜每亩也就能赚 100 元左右，而且
还不算人工钱”。

土地效益低，可是许多村民仍不愿意
离开土地，即使出去务工挣得比种地多很
多，也总觉得“家里有粮，心里不慌”。

不过，在去年刚刚脱贫的村民麻生贵
看来，可指不上种地赚钱，去年他家尝试着
把 7 亩地以每亩 300 元的价格流转给村合
作社后，麻生贵和媳妇就在合作社打工，春
耕秋收两个月务工赚了 6100 元。同时，还
在家里搞起了牦牛育肥，去年下来两口子
收入近 4 万元，麻生贵乐得合不拢嘴，“活
了一辈子，从没想过能挣这么多钱”。

谈起当年致贫的原因，麻生贵说，主要是
因为家里有个瘫痪的哥哥，“哥哥常年卧床，饮
食起居必须要人照顾，我也就不能去远处打

工，一直以来家里的主要收入就靠养几头黄
牛、种几亩地维持着”。

去年 10 月份，在村里养牛大户的引导
下，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麻生贵到县里农商
银行贷款 7 万元，买来 31 头牦牛回家搞起
了育肥。“一头牦牛一个月的‘伙食费’需要
200 元，养的时间越长成本就越高，当时也
担心卖不上钱，又欠着银行贷款。”麻生贵
介绍说，去年牦牛育肥了两个月，正好有牛
贩子到村里收牛，“除去成本，算下来，一头
牛挣了 800元呢”。

尝到养牛甜头的麻生贵今年扩大了养
牛规模，目前育肥的牦牛有 45 头。今年他
还当上了护林员，每个月又增加了 1000 元
的固定收入。“胆子大了，感觉赚钱的渠道
也多了。”麻生贵乐呵呵地说，现在每天早
上 5 点就起床，喂完牦牛，就和媳妇一起上
山种树赚点零花钱，“估计到今年底家里日
子应该会更好过”。

农民脱贫致富的观念变了，自己的钱
袋子也就跟着鼓起来了。

养牛务工两不误
全家上阵脱贫忙

54 岁的马得录是上滩村出名的勤快
人。这一点，从他家大门口那堆码放整齐
的牛粪饼就可以得到印证。

任何时期，辛勤劳动都是脱贫致富的
“法宝”。养牛绝对是马得录脱贫的一个重
要渠道。“我从小家里就养牛，对于牛的习

性非常了解。”马得录聊起养牛经验头头是
道，牛养得好不好关键是看出生后 3 个月
基础打得好不好，“小牛犊跟婴儿一样，很
娇气，吃奶吃多了会拉肚子，吃少了又不长
膘，所以要时刻观察。如果母牛奶多了就
要挤掉，防止小牛犊吃多，但如果母牛奶少
了又要给母牛多喂点饲料，好多产奶”。

母牛生母牛，3年5头牛。马得录告诉记
者，家里现在有4头母牛，去年至今陆续生了
4头小牛犊，其中3头是小母牛。“母牛就是家
里的‘摇钱树’，基本上不卖，因为我把牛照
顾得好，个个都很壮实，4头大牛基本上一年
生1头小牛犊，公牛养上七八个月，至少能卖
个7000元。”

由于现在还处于繁殖阶段，养牛的收
益并没有真正体现。相比这几年的打工收
入，马得录欣喜得很，去年他和儿子在途经
村子的高速路项目上打工，俩人挣了 6 万
多元。“去年我主动申请退出贫困户行列，
因为儿子现在也出来打工了，我们家最困
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应该把好政策留给
更需要的人。”马得录说。

说 起 家 里 现 在 仍 欠 着 的 11 万 元 外
债，马得录还是很忧心。“债务主要是因
为娶儿媳妇欠下的。”马得录告诉记者，3

年前儿子娶媳妇，总共花了 21 万元彩礼
钱，“钱基本上是借的，以前我从未出去
打过工，主要那时候家里父母健在，老两
口都眼盲，身边根本离不开人，媳妇又患
有慢性心脏病，一双儿女也还在上学，只
能在家种点地，养两头牛勉强过活”。

“我相信贫困只是暂时的，生活一定会
越来越好。”马得录说，现在我和儿子都能
打工挣钱，儿媳妇也在幼儿园做老师，媳妇
也会利用空余时间上山挖虫草贴补家用，

“按照现在全家的收入，估计明年就能把外
债全部还了，生活还是有很多盼头的”。

要想致富奔小康
先送娃娃上学堂

在上滩村，最气派的房子应该就是虎
青玲家了。两层高高的楼房端坐在一片树
林前，门厅的墙上整齐地贴着墨绿瓷砖，上
下两层的阳光棚把屋里照得十分透亮。

“房子盖好有两年了，主要是两个儿子
慢慢长大了，房间多点，住得宽敞些。”正好

周末，闲聊中，虎青玲读初二的小儿子静静
地坐在她身边，看得出来儿子和她的关系
非常融洽。

采访中记者得知，为了给两个儿子创
造更好的生活条件，虎青玲的丈夫基本上
常年在西宁务工，每个月 4500 元左右的
酬劳也都是靠一点一滴的汗水换来的。不
过，丈夫在外务工，在家照顾两个儿子的
虎青玲养鸡、挖虫草、打零工⋯⋯一点也
没闲着。

“去年 6 月份抓了 190 多只鸡苗，到年
底，除了 43 只生蛋母鸡，其他鸡总共卖
了 1.04 万元，鸡蛋卖了 1800 元，基本上
供不应求。”虎青玲介绍说，养鸡虽然赚
钱，但也是个很操心的事。鸡苗小的时
候怕成活率不高，鸡长大了又怕销路不
好，“好在村里现在成立了博鑫林下养鸡
合作社，不仅给我们提供技术，销路也有
了保障”。

勤劳的虎青玲并不满足养鸡这一块收
入。在上滩村，每年清明节到端午节期间，
大坂山都会赐予村民特有的宝贝——冬虫
夏草。从早到晚，运气好、眼尖手快的村民
最多一天能挖到 40 多根，少则也有 10 多
根。

虎青玲就是眼尖手快的一员。“去年虫
草挖得不少，但是价格低，赚了 3000 多
元。今年已经挖了 500 多根，按照现在的
收购价，大大小小平均下来挣个 7000 元应
该没啥问题。”虎青玲说，到了虫草季，她每
天早上 5 点出门，喂完牛和鸡就往山上走，
为了能挖到品质好点的虫草，她会翻两三
个山头到雪山上去找虫草。谈及挖虫草的
经验，虎青玲坦言：“关键是认真仔细，不费
功夫哪会有好收入。”

儿子的懂事让虎青玲觉得，自己再辛
苦都是值得的。“两个儿子成绩都不错，在
班里排前几名。”对于“知识改变命运”这
事，虎青玲心里明白得很，“我们就是吃了
没文化的亏，出去务工只能卖体力，所以我
常常鼓励两个儿子要好好读书，没有文化
只能像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的日子
太辛苦了”。

（本文照片均由吉蕾蕾摄）

青海上滩村的村民面对疾病和各种原因导致的贫困，以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勤劳付出的行动表明——

勤劳：让钱袋子慢慢鼓起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大坂山赐予了村民特有的宝贝——冬

虫夏草。虫草季节，山脚下，每天都会上演一

手交虫草一手交钱的故事。

林下养鸡给虎青玲带来的收益非常可观。

育肥的牦牛是麻生贵一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