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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人 民 报 告 ”
——追记广西一线扶贫干部蓝标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今年 4 月 14 日，长期在多个岗
位从事扶贫工作，曾一手推动建立起
全区扶贫考核体系的广西瑶族干部
蓝标河，在挂任融安县委常委、副县
长岗位期间，因连续加班，疲劳过度，
不幸倒下。年仅 44 岁的蓝标河，留
下的扶贫印记深深地印刻在了壮乡
人民的心里。他的几个对口帮扶对
象说，等村里脱贫摘帽那天，大家要
一起敬敬蓝县长，敬他的奉献，敬他
的忠于职守。

“他为扶贫而生”

从初入广西社会科学院即被派
到农村当扶贫干部，到主动参与农村
发展课题和扶贫外援项目，再到挂职
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副县长协管
扶贫工作，随后调到广西壮族自治区
扶贫办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监测
统计处工作，蓝标河一直从事着与扶
贫相关的工作，“扶贫”始终贯穿着他
的职业生涯。

“我觉得他真的是为扶贫而生。”
2014 年年中，当自治区扶贫办到广
西社会科学院对蓝标河做工作调动
考察时，该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陈洁莲如是说。时至今日，很
多人认为这种评价对蓝标河真是“恰
如其分”。

陈洁莲介绍，早年她负责的世界
银行援助项目和一些关于农村的重
大课题，虽然与蓝标河没什么关系，
但他总是跟着一起跑东跑西调研。

“我知道他做扶贫工作多年，对这一
块比较热心，对贫困村民很有感情，
也一直向我表达要为扶贫事业贡献
自己的一生。”想起历历在目的往事，
陈洁莲难掩悲伤：“怎么就应验了
呢？”

2003 年，作为区直单位年轻干
部，蓝标河主动申请负责社科院定点
帮扶县——大化瑶族自治县的扶贫
工作，一干就是 4 年。期间，他走访
熟人、朋友请求支援，引来资金和扶
贫项目，为大化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
办了不少好事。

蓝标河的同事、自治区扶贫办政
研督查处处长黄守槐说：“他真是一
个非常纯粹的人，心里装的全是扶贫
工作。”在自治区扶贫办工作期间，蓝
标河推动建立了广西扶贫成效考核
体系。2015 年，全国开始实施精准
扶贫工作，在没有更多参考的情况
下，蓝标河与几位同事白天分头到各
部门走访，晚上回来集中梳理、分析、
讨论，随后制定出精准识别方案。

为做到每一个贫困指标更精准，
蓝标河不厌其烦，不知跑了多少地方
找了多少人反复核实论证。据不完
全统计，仅 2017 年，他到过 20 多个
县，走访近100 个村400 余户农户。
蓝标河常说，要多去走走，多听听基
层的意见，才能改进考核工作，真正

减轻基层负担。
融安县是自治区级贫困县，计划

2018 年脱贫摘帽，任务非常艰巨。
自治区扶贫办作为融安县后盾单位，
计划选派得力干部帮助融安脱贫，在
征求蓝标河的意见时，他当场答应。

蓝标河家人对他说：“家里有 2
位年近80岁的老人，孩子还小，你不
能跟组织说一下困难吗？”蓝标河回
答坚决：“现在是全国脱贫攻坚关键
期，我是一名党员，又是扶贫干部，肯
定要带头。”

“挂职不是来镀金”

“挂职不是来镀金，要干出一番
实实在在的成绩，助力融安如期脱贫
摘帽，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融
安干部和父老乡亲的期望。”这是蓝
标河今年 3 月份到融安县上任第一
次见面会上立下的誓言。

刚到任，县里的周转房尚未腾
出，蓝标河被安排住在条件简陋的招
待所里，办公室也是临时腾出来的，
仅一桌一凳，他没有一句怨言。上班
第二天，他就来到县扶贫指挥部与当
地干部开始谋划融安脱贫攻坚工作。

尽管到融安时间很短，但该县的
浮石、大坡等几个乡镇，十多个村的
多个农户家中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在融安同事们的眼中，蓝标河不
愧是长期搞扶贫工作的，有经验，很
懂行，站位也高。“他来后很快进入角
色，所提建议对方向、对路子，在他的
指导下，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融安的扶
贫工作还有哪些问题，我们又该如何
做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2018年融安县要实现脱贫摘帽
目标，难度很大。融安县扶贫办主任
莫小华回忆，蓝标河来后，几乎每天

他们都碰头研究工作，有时周末和晚
上也要加班。蓝标河更是马不停蹄
地走访贫困村，深入调研，回来后赶
写工作方案。

据自治区帮扶协调处干部、派驻
融安县大坡乡同仕村第一书记钟燕
介绍，大坡乡离融安县城20多公里，
蓝标河在不到一个月的任期里，仅大
坡乡就去了 4 次，先后到过同仕村、
福下村、星下村等多个村屯，指导乡
镇工作，入户走访帮扶户，时间安排
非常紧凑。

“到任不足一个月的时间，蓝标
河干了太多的工作。”莫小华动情地
说，在蓝标河积极推动下，全县建立
了“扶贫工作日”制度，帮扶干部每周
五下到联系点与贫困户同吃同劳动，
宣传落实扶贫政策，帮助协调解决生
产生活困难。他推动制定了全县脱
贫摘帽预考核工作方案，推动成立专
家组，计划对全县144个村开展预考
核。他结合调查结果，汇总了全县脱
贫攻坚多方面的困难问题，协调促成
融安县与自治区扶贫办的工作对接。

“坚决不给基层群众增加负担。”
蓝标河每次进村入户调研，与当地干
部群众一起吃饭，他从来都是主动付
餐费。如果遇到当地干部群众热情
好客，不愿收取的，他也坚持通过其
他方式支付，或把钱悄悄放在桌上，
或转交给当地扶贫干部。

无愧于时代的好干部

蓝标河在微信和 QQ 上有个响
当当的称谓——“向人民报告”。他用
扶贫的一生诠释着这个特殊的名字。

“蓝县长到我们家来就像自己家
的亲戚一样，他总牵挂着我们贫困
户，真心为我们着想，真贴心哪。”85

岁的贫困户黄德恩说。
4月11日、12日，蓝标河连续加

班两天，熬夜到凌晨3时，牵头撰写、
修改、审核，赶出全县脱贫摘帽预考
核工作方案报给县领导。

4月13日是全县“扶贫工作日”，
蓝标河来到自己联系的同仕村 4 户
贫困户家中走访。64岁的贫困户韦
桂连还清楚地记得 4 月 13 日那天，
也是蓝县长去世前一天，蓝标河带着
肉和菜来到她家请她和几个贫困户
吃饭，一起商量脱贫的事。韦桂连
说：“谁能想到这么突然，他竟然走了
……”

4月14日，蓝标河从融安县坐了
5个多小时的车回到南宁，下车后他
没回家，而是直接到扶贫办加班，准
备第二天参加扶贫工作会议的材
料。当天晚上回到家后，在继续整理
材料时突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蓝标河去世前一天，来到他联系
的同仕村同仕屯贫困户黄德连家走
访。他对黄德连说：“来到你家，你就
把我当你的亲戚，遇到什么困难需要
我帮助解决的，一定要对我说。”听说
蓝标河去世的消息，黄德连直叹道：

“这么好的人，可惜了。”现在他一家
7 口住上了新房，并养了 600 多只

“大坡飞鸡”，已经脱贫了。
由于工作忙碌，蓝标河已几年没

回老家了，母亲中风住院一个多月他
都没能回去看看。哥哥蓝标松又心
疼又生气，蓝标河在电话里保证：“明
年我一定回去！”

“明年一定回去”，竟成了蓝标河
永远无法兑现的诺言。“向人民报告”
的微信号，在那一天也永远停止了更
新。但村民们不会忘记蓝标河。在
脱贫攻坚这个战场，他兑现了承诺，
向人民交出了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波斯龙：在中国创业机会多
本报记者 徐 胥

“我是中国农历龙年出生的，所
以给自己取名叫‘龙生’。”初见衣着
干练、笑容灿烂的伊朗籍留学生龙
生，他就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文化的
热爱。

除了留学生身份，爱笑的龙生还
有多副面孔：波斯龙跆拳道馆的创始
人，北京中瑞恒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此外他还在筹建一家新的外
贸公司，未来将从事中国与伊朗间的
货物贸易，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说起创业经历，龙生骄傲地告诉

记者，从16岁起，他就一边上学一边
打工兼职赚钱。到了 18 岁，自幼喜
爱电子产品的龙生，瞅准了手机等电
子设备普及的巨大空间，干脆直接创
业，做起韩国三星公司在当地城市的
代理商。很快他就成为当地最大的
三星代理商。

25 岁时，年轻的龙生留在当地
大学Islamic Azad University担任
国际贸易专业教师，可谓前途无限。
但在与一位从中国归来的朋友聊天
时，得知中国发展非常迅速，而且生
活居住环境也非常好，这勾起了他想
要去探索的念头。

他 决 定 先 来 中 国 旅 游“ 踩 踩
点”。龙生先后到深圳、广东、北京等
地，亲眼看到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
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后，下定
决心留下来！于是，他联系了北京对
外经贸大学，于2015年9月份入学，
攻读博士学位，依然是他熟悉的国际
贸易方向。

在学习的同时，龙生创业的激
情再次迸发。在一次无意中听说中
国很多孩子都学习跆拳道，他感到很
兴奋。他和弟弟从小就接受跆拳道
训练，获得过很多国际奖项。近 20
年的跆拳道生涯，让他俩充满自信。

但是，创业之路异常艰辛，找场

地、做宣传、发传单……他们甚至还
被一个房东业主骗过。原本租了一
处场地，说好可以注册公司，待装修
后经有关部门一检查，发现该场地不
能注册公司，最后只能作罢，赶紧换
地方。

让中国的家长把钱和孩子交给
两个留学生谈何容易，最多的质疑就
是万一跑了怎么办？龙生和弟弟阿
里为此办了工作签证，还把自己所获
得的奖项荣誉都展示出来。由于本
身水平过硬，服务态度好，同时又可
以用韩语、英语、汉语三语教学，波斯
龙逐渐被更多人接受。目前，波斯龙
已有两家分店，同时还有几家加盟
店，培训的学生已经达到180多人。

不仅创业日渐走上正轨，龙生还
积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成了小有名
气的“网红”。2016 年，由于从小学
习太极拳，龙生代表对外经贸大学参
加了在海南三亚举办的首届世界太
极拳交流大赛，并且夺得冠军。同
年，他还受北京电视台青年频道邀
请，录制了少儿安全教育专题节目。
2018 年 4 月份，龙生参加了中央电
视台录制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
艺术节节目。

龙生这位活泼开朗的小伙子与
中国的缘分越结越深。跆拳道馆生

意逐渐稳定下来，龙生又有了新“创
意”。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
进，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往来也逐渐增
加，这让他看到了巨大商机。正巧在
朋友的介绍下，一家外贸公司也找到
了龙生，双方一拍即合，从去年开始，
他做起中国与伊朗的外贸生意。

接受记者采访前，龙生刚从深圳
回来，在一番调研之后，他和国内厂
家签订了光纤电缆、拉丝机、壁纸等
产品订单，未来将把这些产品直接卖
到伊朗，同时还将伊朗的大理石、波
斯地毯、开心果等特色产品带给中国
的消费者。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诸
多相关国家的响应，这是一项伟大的
倡议，必将产生很多商机，这个机遇
我们不能错过。”龙生说。

正是看准“一带一路”的商机，龙
生前不久刚刚在天津开发区注册了
一家“波斯湾国际贸易公司”。至于为
何在天津注册？他得意地露出笑容：

“因为天津税收政策优惠啊。中国有
这么好的鼓励政策，为何不用呢？”

目前，龙生已在中国安家，他的
配偶同样是一位美丽的伊朗来华留
学生。未来，他还准备把妹妹和父母
都接到中国来，“我爱中国，未来我的
命运将与中国紧紧连在一起”。

天刚蒙蒙亮，西藏山南市乃东区泽
当镇甲村 71 岁的达瓦坚参就走出了家
门，步行十几分钟，来到离村子最近的
一片雅鲁藏布江防护林。灌溉树木、修
剪树枝、巡查树林……达瓦坚参将自己
每天的工作总结为“四看”：“看有没有
人为破坏、看有没有野生动物破坏、看
有没有病虫害、看水是不是充足。”30
多年来，他几乎天天如此，风雨无阻，
将自己的半生与这片林子紧紧绑在了
一起。

雅鲁藏布江，发源于海拔5300 米
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北坡冰雪山岭间，
奔腾于青藏高原南部。在流经山南境内
时，水流变缓，河道变宽。再加上干湿
季节明显，江水流量差异巨大：夏秋
涝、冬春旱。每至冬春季，水量骤减，
大片河滩裸露，河谷大风导致沿岸地带
沙化明显，风沙肆虐。

“1967 年，我第一次从拉萨到山
南，看到雅江两岸的沙滩上几乎一棵树
都没有，放眼望去，是看不到尽头的漫
漫黄沙。”山南林业局原局长李纯禄回
忆说。

上世纪 80 年代，山南地区政府决
定在雅江沿岸修建防护林，让当地百姓
告别风沙之苦。横跨雅鲁藏布江谷地乃
东、扎囊、贡嘎、桑日4区县的雅江生
态防护林建设工程正式开始。作为共产
党员的达瓦坚参加入了护林员队伍，成
为雅江防护林第一批护林员。

“树苗刚刚栽下去的时候，很小很
脆弱，需要人来管护，当时我就报名
了，没想到一干就是30多年。”达瓦坚
参坦言：“起初我只是想找一份工作谋
生，所以刚从事管护工作的时候也觉得
枯燥、乏味。后来我渐渐爱上了这份工
作，对防护林有了感情。”

护林员工资不高，对于家中有 8
口人的达瓦坚参一家来说，日子一度
过得紧巴巴的。“家里人三番五次对我
说，这个地方挨着江边，风沙大，条
件艰苦，工资又少，打工都比在这儿
干强，劝我不要干了。可我想，林子
好不容易长起来了，没人管护怎么
行，而且造林护林是功在千秋的事，对子孙后代都有好处，不
能只盯着钱看。于是，我说服家人让我留了下来。”达瓦坚
参说。

刚开始做护林员时，达瓦坚参对树木管护几乎一窍不通。如
今，30多年的管护工作经验让他成了半个林木专家。每到植树
季节，树要什么时间栽、栽多深、行距多大等类似问题，都是他
来指导村民。

在儿子达瓦欧珠的记忆中，父亲每天出门都会带一块糌粑当
午饭，晚上7点多钟才回家，“不管风雨有多大，父亲都会巡查
林子，有时候天气不好，他回来时满身是泥巴，鞋子的颜色都看
不出来”。

达瓦欧珠年少时经常跟父亲到雅江防护林参加管护工作，逐
渐对林子产生了感情。27岁那年，达瓦欧珠从部队转业，也成
了一名护林员，一干就是22年。

当年，达瓦坚参巡查时全靠步行，万亩林子转完一圈，基本
一天时间就过去了，现在防护林里修了便道，用在路上的时间少
了，但为了防止有人私自伐木、盗木，父子俩还是会带着简单的
干粮出门，一待就是一整天。遇上刮风下雨，就在林中找个地方
避一避，雨停了再继续巡查。

在漫长的管护工作中，达瓦欧珠逐渐理解了父亲当年
的选择，“这些年来，我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树渐渐长高变
壮，能够防风固土，也慢慢明白了父亲当年的感受，我所
做的不仅仅是份简单工作，而是把这片树林当成自己的事
业”。

从 1983 年春天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沙滩上长出第一片 80
亩的固沙林起，山南人耕耘了 30 多年，让这片几乎寸草不
生的荒漠变成了一道绵延 160 公里、平均宽 1.8 公里的“绿
色长城”。这里凝聚了山南人的汗水，也孕育着山南人的
幸福。

泽当镇甲村全村有800多口人，每到植树造林季节，村里几
乎所有成年人都不请自来。“每到种树季节，我到田上去的时
候，发现老百姓已经开始种树了，无论老少，这里的人都知道植
树造林的重要性，都感恩于这片林子。”山南市林业局副局长魏
军辉说。

“过去一年又一年，我看到树木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变化，
风沙小了，天也蓝了。”达瓦欧珠说，在歇息的时候，他喜欢
站在山上眺望，风吹过来，一棵棵树木随风摇荡，想到这里的
树都有他们父子俩精心呵护过的痕迹，他觉得所付出的一切都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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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的达瓦坚参（左）在雅江防护林清理树枝。 袁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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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左图 蓝标河生前蓝标河生前（（左左
一一））入户开展扶贫工作入户开展扶贫工作。。

下图下图 蓝 标 河 生 前蓝 标 河 生 前
（（右右））在融安县大坡乡同仕在融安县大坡乡同仕
村和贫困户交流脱贫经验村和贫困户交流脱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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