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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广州黄埔区
和广州开发区帮助我们
出资参股，不需要我们
运营，就可以享受源源
不断的收益。”西藏波密
县玉许乡党委书记王斌
告诉记者，通过异地光
伏扶贫模式变“输血”为

“造血”，让玉许乡村民
脱贫致富有了盼头。

异地光伏扶贫模式
是指在扶贫点以外，选
择适合具有光伏发电条
件的地方，建立起光伏
发电项目，并将项目收
益资金划拨给扶贫点的
扶贫新模式。也就是
说，在广州发电，收益给
西藏玉许乡。

2016年至2018年，
广州市黄埔区对口支援
西藏波密县玉许乡。玉
许乡是林芝市第二大
乡、波密县第一大乡。
全 乡 有 农 牧 民 群 众
1118 户 6085 人，地广
人稀。截至 2018 年 3
月，黄埔区共投入 500
万元资金对口支援西藏
波密县玉许乡。其中，
投入100万元建设异地
光伏电站的创新扶贫做
法受到广泛关注。

广州黄埔区、广州
开发区厂房林立，光伏
发电优势明显。自去年
起，该区在其下辖的国
际生物岛内的厂房天台
上使用太阳能集热板组
建起光伏扶贫电站，并
将线网并入南方电网及
工厦线网。按“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原则，实
现即时发电即时有收益。截至目前，异地光伏电站
玉许乡的100万元投资份额已产生收益10万元，终
结了该乡财政收入为零的历史。“这些收益主要用于
帮扶建档立卡户（一般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等精
准扶贫户）、贫困户等进行房屋改造和改善居住环境
条件。”王斌说。

事实上，除了异地光伏扶贫之外，产业扶贫也是
一大亮点。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先后投入 215 万元
建设玉许乡产业示范园区，园区按照“公司+农户+
市场”的产业化经营要求，由公司与村民签订产销合
同，提供技术指导，村民根据合同要求进行种植、采
集。最后，公司通过加工、购销等环节进行利润返
还，提高农牧业收益，增加群众收入。

玉许乡玉沙村的旺姆就是“公司+农户+市场”
产业化经营模式下的致富带头人。

2015年，旺姆作为玉许乡代表参加了林芝市的
妇女主任培训，通过培训，旺姆了解到党和政府对特
色产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发现种植灵芝是一条
切实可行的致富道路。

旺姆告诉记者，她前后多次外出学习灵芝种植
技术，先后投资 5 万余元建起了 3 个温室种植大
棚。每年，王斌都带领工作人员前来进行种植指
导。第一年每个大棚收获灵芝 200余斤，每斤售价
350 元左右，实现纯收入 10 万余元，极大地改善了
旺姆家的生活状况。

同时，旺姆在灵芝种植过程中的劳务用工还带
动了1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50余人实现增收。“下
一步，我要扩大种植规模，同时增加种植品种，带领
更多人一起种植。”旺姆说。

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
主任严志明告诉记者，目前，玉许乡在黄埔区、广州
开发区的帮助下，正在搭建玉许乡网络销售平台、注
册公司和设计产品形象等。未来将通过网络销售平
台，将玉许乡的特色土特产品，如冬虫夏草、羊肚菌、
松茸、天麻、玛咖、石锅、藏式服装、桃花酒、野生桃等
进行网络销售，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提升销售量，
为贫困群众增收再助一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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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初，河南省社旗县创新工作
方法，在李店镇朱庄村、桥头镇小河流
村、赵河街道代营村试点推出扶贫扶志

“初心屋”，由此拉开了以“一设两评四
榜”为重点的扶志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的序幕。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在不知
不觉中淡化，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被激
活，群众的脱贫渴望逐渐演变成增收致富
的动力。

“脱贫先立志，致富靠自己！”社旗县
委书记余广东说，扶志工作补上了贫困群
众脱贫攻坚的“精神短板”，让“要我脱
贫”的“病根”得到“有效医治”，更使

“我要脱贫”的思想成为“攻坚主流”。

“初心屋”里长志气

走进朱集镇齐庄村党群服务中心大
院，“齐庄村初心屋”面积虽然不大，琳
琅满目的货品却让人眼花缭乱。

从商品种类看，“初心屋”里的货品
与普通超市的无异：既有电磁炉、豆浆
机、开水壶等家用小电器，又有大米、食
用油、洗衣液、毛巾、牙刷等食品和日用
小商品……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从结算方式上来看，这里又与众不同：
各种商品的价格标签标注的不是钱数，而
是从140分至200分不等的积分值和相对
应的一至十等奖奖励等级，兑换商品结算
时只要积分卡，凭卡消费，认卡不认钱。

“初心屋”里货物齐全，只向贫困群

众敞开。在这里，“有钱没地儿花”是最
大的特色和亮点，贫困户买商品不用掏
钱是“硬规定”，而由镇包村干部、村支
部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队长联合签名确认
的“积分卡”是“硬通货”，也是贫困群
众兑换商品的唯一“指定货币”。在“初
心屋”，记者还看到两本台账：一本是捐
款捐物台账，一本是领取货品台账，各
种票据都得到了妥善保管。

朱集镇齐庄村贫困群众张松林今年
84 岁，自己身体不好，老伴儿病逝花光
了家里所有积蓄，儿媳患有精神疾病，
加上孙子孙女正在上学，日子过得很紧
巴。去年5月份，经过精准识别，他家被
确定为新增贫困户。一年来，在驻村工
作队的帮助下，张松林的儿子张运德在
平顶山干起了安装消防报警设备的活
计，一天能挣150元左右，儿媳被安排到
村卫生保洁的公益岗位上，每月有600多
元收入。各项政策的落实，让张松林看
到了生活的希望，脱贫致富的信心更足
了。在4月份的评比中，他家挂上了“卫
生先进流动红旗”和“四星级文明户”
的牌子，还获得了194分的积分，在“初
心屋”领到了二等奖奖品。

“通过‘初心屋’，表彰和奖励自力
更生、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先进典
型，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志气，树立脱
贫信心，形成比、学、赶、超的脱贫攻
坚氛围。”社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贾迪
告诉记者，开展扶志工作助力脱贫攻坚

是社旗的创新举措，而利用村集体收入、
乡镇 （街道） 和包村单位扶助、“千企帮
千村”联系企业捐助、本村在外创业成功
人士捐助、社会捐赠等建成的“初心
屋”，在满足贫困群众需求的同时，还让
他们有尊严地实现脱贫，“各界力量拧成
一股绳，汇聚扶贫能量并不断放大，激发
脱贫志气高涨”。

目前，“初心屋”已如雨后春笋般在
社旗全县重点贫困村迅速铺开，扶志工作
进入“普及模式”，脱贫攻坚开始“提挡
加速”，增收脱贫产生“蝴蝶效应”。

“积分卡”上树信心

“我养牛连卖带补收入三四万元，建
光伏电站分红一千多元，种植花生收入三
四千元，生活越来越好，脱贫了感到很光
荣……”桥头镇姚营村脱贫户吴根说。

“我是尤庄村六组的，搞养殖，养了
10 头牛、15 只山羊，一家 6 口人年收入
超过5万元……”郝寨镇尤庄村贫困户桑
桂星说。

“我叫李发端，2016 年种了 5 亩艾
草，净收入 2.5万元，今年艾草面积扩大
到了 25 亩，另外还种了丹参 3 亩，养羊
65只，不仅自己增加了收入，还带动6户
贫困户发展种养增收脱贫……”朱集镇端
公村 10 组脱贫户李发端的发言，赢得了
群众阵阵掌声。

去年 8 月份到现在，“十星级贫困
户”评选活动每月都会在社旗县 85 个重
点贫困户中进行。在活动专设的“讲讲我
的脱贫故事”环节，不少贫困户代表纷纷
上台，信心十足地向评委会和村民们讲述
自己的“创业史”“脱贫路”与“致富
经”，让现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高
涨；评委们则结合平时走访情况和现场表
现，公平公正打分……

贫困群众到“初心屋”兑换货品，积
分卡上的分数从哪里来？奖励等级如何
定？怎样才能做到既保证公平和谐，又激
发脱贫志气？社旗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一设两评四榜’是扶志工作的重
点。”贾迪告诉记者，“一设”即：开设“初心
屋”；“两评”即：“十星级贫困户（文明户）”评
选、农户环境卫生评比；四榜即：贫困户进
步退步榜（红黑榜），农户环境卫生先进落
后榜（红黑榜）。积分卡上的分数，就来自

“两评”，积分当月有效，不累计。
如今在社旗，以“一设两评四榜”为

重点的扶志工作助力脱贫攻坚活动犹如一
股劲风，吹遍了乡镇村组，脱贫励志故事每
天都在上演，“积分卡”上的分数每月都在

更新，“初心屋”里的奖品每天都有人来兑
换，越来越多的“十星级贫困户”感召着更
多的贫困群众，榜样的力量正在引领全县
形成个个争先的脱贫攻坚新局面。

文化扶贫奏新曲

“土曲土话土文艺，土腔土调土舞台，
句句唱得都很实在。”5月8日，社旗县扶贫
扶志曲艺下乡巡演活动在唐庄乡官营村开
演，群众喜闻乐见的大调曲、三弦书、鼓儿
哼、戏曲小品等曲艺节目轮番上演，引得村
民们开怀大笑，连连鼓掌。铁杆儿老戏迷
张大妈坐在最前排，每到精彩处都把巴掌
拍得山响，她说：“扶贫扶志说唱团真好，节
目编排好，演员有真功，提神长志气，大家
都很喜欢！”

一年多来，像这样的扶贫扶志惠民演
出，在社旗县的广大农村已成常态。

扶志工作助力脱贫攻坚离不开文化的
支持。社旗作为传统的曲艺、戏曲之乡以
及大调曲、三弦书、越调等曲艺品种和地
方剧种的重要发源地，说书听曲儿是农村
群众常见的文化娱乐方式，深受广大农村
群众喜爱。良好的群众文化基础，让曲艺
艺术在扶贫扶志方面有了得天独厚的
优势。

从去年年初开始，在县委宣传部的倡
导和指导下，社旗县文化馆整合“文化轻
骑”和说唱团等力量，组建起“扶贫扶志
曲艺说唱团”，通过创新传统曲艺文化，
开展曲艺下乡巡演，力促补上脱贫攻坚的

“精神短板”。
一年多来，曲艺下乡巡演活动几乎唱

遍了社旗县的各个角落。在巡演过程中，
演出内容也在不断推陈出新，除了传统曲
目之外，更多的是曲艺说唱团围绕脱贫攻
坚自编自演的曲艺节目。

“暖民心顺民意，脱贫致富奔小康；多
种渠道来致富，齐心协力奔小康；自主创业
有途径，万众一心奔小康……”大调曲联唱

《万众一心奔小康》就是其中的优秀节目之
一，也一直是扶贫扶志曲艺下乡巡演的“保
留节目”。朗朗上口的戏词，活灵活现的表
演，淋漓尽致的展示，一言一语、一个动作
就能传递出丰富的信息，让群众在轻松愉
悦的气氛中受到启迪和教育。

贾迪说，通过把精准扶贫政策知识以
曲艺下乡巡演的形式传递给老百姓，社旗
全县已经形成了“真是贫困户，大家来帮
助；想当贫困户，很难有出路；争当贫困
户，永远不会富”的共识，贫困群众已经
普遍树立起“脱贫光荣、勤劳致富”的
信念。

立下脱贫志，人扶我要强
——河南省社旗县创新开展扶志工作助力脱贫攻坚纪实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杨银鹏 申鸿皓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

社旗县创新开展以“一设

两评四榜”为重点的扶志

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凝聚

起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精气神”，群众脱贫

致富内生动力被快速激

活，脱贫渴望正演变成增

收致富的强大原动力

5月 30日，四川省三台县塔山镇宏狮村村民在

采摘新鲜藤椒准备上市销售。近年来，塔山镇通过

流转山坡弃耕地带动农民在 7 个村连片种植藤椒

3500 余亩，贫困村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

社，并进行藤椒田间管理。据了解，丰产期的藤椒，

按 100株/亩来算，平均亩产在 1000 斤左右，按照保

底价格 6元/斤计算，可实现收入 6000元以上，除去

成本约1000元，净收入不低于5000元/亩，是传统农

作物种植收入的2倍至4倍。

杜炳勋摄

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青海省西南青
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头，三江源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区划中，长江源园区和澜沧
江源园区 85%的区域在玉树。自去年三
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玉树州
强 化 生 态 保 护 与 改 善 民 生 的 有 机 统
一，推动国家公园建设与牧民群众增
收致富、转岗就业、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相结合，将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设置
与扶贫攻坚、精准脱贫相结合，积极

稳妥地推进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试
点工作，着力打造生态“管护+产业”
的精准扶贫新模式。

根据青海省委、省政府三江源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专题会议精神，玉树先从园区
内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入手设立生态管护公
益岗位，严格按照青海省扶贫局精准扶贫
户数设置园区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目前，
各县已完成新设置管护员的岗位公示、聘
用合同签订、管护档案建立、网格化管护

等工作，所有管护员已正式上岗。
在素有“中国雪豹之乡”美誉的杂多

县，澜沧江源园区管理委员会规划部部长
牟永红告诉记者，结合精准脱贫工作，杂
多县从园区范围内建档立卡贫困户入手，
设立生态公益管护岗，安排 4470 名生态
管护员持证上岗，开展山水林草湖组织化
管护、网格化巡查。

“去年在年都村试点公益性岗位和精
准扶贫相结合取得了良好效果。”杂多县

昂赛乡党委书记扎西东周告诉记者，“现
在上岗的生态管护员有468名，全部是贫
困户。到今年年底我们要在每户设置一个
生态公益岗位，实行全覆盖，全乡的管护
员将达到1930名”。

昂赛乡年都村牧民东生就是一名生态
管护员。他说：“我家里有6口人，3个老
人都没有劳动能力。以前家庭收入主要靠
放牧，减畜以后家里的收入减少很多，但
是当上生态管护员后，每个月有 1800 元
的工资，一年增加了2万多元的收入，生
活得到很大改善。”

治多县扎河乡乡长兼长江源(可可西
里)园区国家公园治多管理处扎河乡管
护站副站长格松介绍说：“国家公园试
点开展后，扎河乡成立了一支由 196 名
管护员组成的管护队，既保护了生态环
境，又解决了管护员的收入和牧民转型
问题。”

青海玉树州：

“管护+产业”，既保生态又扶贫
本报记者 石 晶 通讯员 田得乾

小小藤椒“摇钱树”

在位于河南社旗县李店镇的种德农业供港蔬菜基地里，工人正在收获蔬菜。 申鸿皓摄

在河南社旗县朱集镇“初心屋”里，义工协会的志愿者正在整理摆放各界爱心人士捐

赠的物品。 申鸿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