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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的蒙古汉
子太平不仅马骑得好，手机更玩得
溜儿。几年前，太平开了一家草原
牛肉干专卖店，但一年收入不过两
三万元。为了打开销路，他曾去过
北京、沈阳等地。“我在当地找个便
宜小旅馆住，用微信寻找附近的人，
给别人推销，但根本没人搭理我。”
他回忆说。

2017年，太平学会了用“快手”，
从此开始不断上传牛肉干被熏烤得
吱吱冒油的视频和自己的日常生活
片段。很快，太平成了镇上的“网
红”，粉丝数量超过13万人。

他的牛肉干生意也一日千里，
95%以上的牛肉干都通过“快手”销
售出去，也由此将正宗的锡林郭勒
草原牛肉干推广到全国各地。仅今

年上半年，太平的牛肉干就卖了120
万元。现在，太平的店里已经有了8
位员工，他希望把自己的牛肉干事
业做大，通过收购牧民的牛肉等方
式，带动和帮助更多人致富。

不仅是太平，今年9月12日，财
政部和云南永胜县政府联合“快手”
一起做了一场爱心直播活动，售卖
永胜特产软籽石榴，短短4个小时就
带来了6000多斤石榴的销量。

正如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市
场副总裁陈思诺所言，长尾化视频
使乡村用户能够获得关注，展示生
活，对自我身份产生认同感和自豪
感，与用户当地文化和物产等的连
接也产生了巨大能量。

通过自身实践和平台赋能，“快
手”的许多乡村用户都通过短视频
和直播的形式展示家乡，并获得大

量网友关注和喜爱，带动所在地区
土特产、文化产品销售。

但这些乡村创业者正面临来自
市场的巨大挑战。自主管理经验欠
缺、品牌营销能力不强、资金不足、
财务法务知识缺乏等普遍问题正困
扰着乡村创业者的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快手”日前发
起了“幸福乡村带头人”计划，将在
全国发掘至少 100 位有能力的乡村
创业者，通过提供线上和线下的商
业和管理教育资源、流量和品牌资
源等，促进带头人的乡村产业发展，
进一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增加就
业机会，助力乡村振兴。

短视频直播带火乡村土特产
本报记者 黄 鑫

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水南镇鄢陂村村民杨锦良正在晾晒纯手工制作的

腐竹。吉水县水南镇有数百年手工制作腐竹的历史，目前水南腐竹年产量

达到500吨，产值可达2500余万元。 廖 敏摄

近日，在山东博山宏达玻璃制
品有限公司的玻璃手工炉前，记者
看到玻璃端泡工人赵新龙从 1000
多摄氏度高温的窑炉内取出一个面
团一样的“火球”，并借助工具小
心地前后翻转。他利用手腕的力
量，将“面团”摇成一个“气泡”，很
快，一个广口玻璃瓶在他手中初见
端倪：“气泡四壁的厚度要均匀，误
差不能超过 1 毫米，这独门绝活儿
是老师傅言传身教传承下来的。”赵
新龙自豪地说，广口玻璃瓶因其体
积大、重量沉，目前无法用机器生
产，他们这台玻璃手工炉因为可以
生产各种异形产品，所以外贸订单
一直排得满满的，“这批产品要发
往美国，必须在本周内完成，时间
紧，容不得半点儿马虎”。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是中国日用
玻璃和琉璃工艺品出口基地，位于
该区东南部的八陡镇有着600多年
的玻璃生产历史，目前，全镇规模
玻璃产业年产值达 80 余亿元，所
生产的玻璃产品 90%以上出口，
远销美国、日本等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并与宜家、沃尔玛等多个知
名跨国公司建立了长期合作。

“匠心”不改，创新不断，让
传统产业之火生生不息。在传承传

统玻璃工艺的同时，八陡镇还把改
革创新作为玻璃产业发展的第一驱
动力。山东黑山玻璃集团通过几年
的潜心研发，生产出高硼硅耐热玻
璃产品。“高硼硅耐热玻璃既可以
耐受零下 40 摄氏度的低温，也可
以直接放到280摄氏度以上的烤箱
中使用，其性能受到欧美客户的青
睐，出口量占全国市场的 95%以
上。”该集团销售经理吴建东介绍。

八陡镇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创新，日用玻
璃企业的研发水平和产品品质逐年
提高。目前，八陡镇已建成省级以
上技术研发机构2个、市级技术研
发中心8个。全镇日用玻璃产品包
括瓶罐类、器皿类、汽车玻璃配光
镜等 10 多个系列、万余种规格，
拥有外观涉及专利300多项、实用
新型专利80多项。

记者了解到，博山区依托八陡
镇的日用玻璃产业优势，计划5年
内投资 30 亿元，引领日用玻璃产
业向轻量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
转型升级。“我们将壮大龙头企
业，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加快发展
现代物流业，努力把八陡镇打造成
日用玻璃全球采购基地。”八陡镇
镇长房涛说。

山东博山八陡镇

玻璃产品走俏国际市场
本报记者 李 丹

仲秋时节，秦岭南麓一派葱茏。
今年62岁的王建礼刚刚义务给村民
理完发，就带着瓦刀赶去给一户贫困
户修整厕所。看着这个乡村“能人”
忙碌、快乐的样子，谁也想不到，就在
两年多前，他还是一个曾经有过轻生
念头的贫困户。

王建礼是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
松树坝村人，多年前，因为给远亲担
保贷款，替别人背负15万元债务，加
上孩子患病的手术费等负担，导致全
家深陷贫困。虽说他有瓦工手艺，外
出打工可以挣钱，可是“家里一堆事
又离不开”。“现在好了，我在村里扶
贫互助合作社入了股，还在社办工程
队有活干，咱是大工，每天工钱 180
元。没工程时，还能种食用菌、养
蜂。两年时间，仅工资收入就有5万
多元。”去年，王建礼写了脱贫申请
书，主动要求脱贫。

王建礼所说的村扶贫互助合作
社，是留坝县于 2016 年探索建立的
由村党支部领导下的集“生产、管理、
服务、公益”为一体的新型村级治理
平台，如今这样的扶贫社已覆盖汉中
市800多个乡村。

扶贫又扶业
村组织能力“渐长”

“扶贫攻坚，中央有要求，省市有
政策，各方有热情，但是贫困地区的多
数村级组织缺实力、少能力、没手段。”
谈到设立村扶贫互助合作社的初衷，
留坝县委书记许秋雯说：“让村级组织
说话有底气，干事有平台，管理有手
段，这样才能加强基层治理，把‘五级
书记’抓扶贫落到实处。”

记者在留坝县火烧店镇中西沟
村了解到，依托村党支部建立的村扶
贫互助合作社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
理事长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监事长
由第一书记（第三方）担任。同时，仍
然是这套人马，成立村级股份经济合
作社，股份构成主要是政府、村集体
和村民，承担扶贫互助合作社的经济
职能；扶贫互助合作社下设生产经营
类和公益服务类两类服务队。生产
经营类有：建筑工程、农业生产经营、
特色旅游、电子商务运营等。公益服
务类包括自来水管理、环境卫生保
洁、红白喜事服务、种养殖技术指导
和扶贫互助资金协会等。

中西沟村第一书记杨琦告诉记
者，扶贫互助合作社理事会不直接从
事具体生产经营活动，主要职能是组
织协调、整合资源、管理专业服务
队。由下设的若干个专业生产服务
队具体承担生产经营项目的运营，承
接上级的各类经济建设和生产项目，
组织带领本村以贫困户为主的群众
发展生产、享受分红。生产经营类服
务队将其经营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给
服务社，作为村集体资产积累，用于
保障村里公益项目的实施。

架构有了，启动资金从哪儿来？
留坝县给每个扶贫互助合作社注入
了30万元原始资本金，成立村“扶贫
互助资金协会”作为村扶贫互助合作
社的有机组成。“扶贫互助资金协会，
主要解决群众发展生产缺少资金的
问题，比如，农户信誉担保，单次借款
不超过 1 万元；鼓励农户入股。另
外，县里还通过政府贴息给每个扶贫
互助合作社 30 万元贷款额度，作为
扶贫互助合作社经济活动的流动资
金。目前，留坝县 75 个村扶贫互助
资金协会共发展会员 6274 户，其中
有劳动力的贫困户 100%入股，今年
2 月 8 日，留坝县中西沟村实现了改
革开放以来的首次村集体经济分红。

让王建礼和很多村民能在家门
口务工挣钱的“单位”，就是扶贫互助
合作社下属的村工程服务队。那么，
工程队的业务从哪儿来？为了支持
扶贫互助合作社，留坝县推行项目代
建制度。将 30 万元以下、工程技术
简单的建设、生产类项目，以委托代
建的方式交由扶贫互助合作社组织
实施，以“短平快”的方式增加集体和
贫困户收入。许秋雯介绍，县里要求
各项目主管部门每年下达给扶贫互
助合作社的代建项目必须达到部门
本 年 度 涉 农 项 目 资 金 的 30% 至
50%。这样既增加了扶贫互助合作
社的收入，也培养了乡村技术人才队
伍。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村组
道路、农田水利、环境整治、改厨改厕
等小工程纷至沓来。

工地上没活儿的时候，王建礼更
忙。养土蜂、种食用菌、种山药。但
他不愁销路，村里的扶贫互助合作社
负责联系公司统一销售，还提供产前
产中产后服务。

许秋雯介绍，县里引导农产品龙
头企业与扶贫互助合作社签订订单，
由扶贫互助合作社组织专业合作社
和群众生产，并管控质量安全，企业
给扶贫互助合作社支取一定的服务
费作为集体积累。

扶贫互助合作社成了农村各项
产业的服务者、组织者和信用载体。
据统计，2017 年，留坝县 73 个扶贫
互助合作社就与龙头企业签订土鸡、
土蜂蜜、食用菌等订单 115 笔，与贫
困户签订合同 1430 份，实现产值
3800余万元。各扶贫互助合作社累
计实施代建制项目484个，村集体获
得350余万元；贫困户在扶贫互助合
作社入股分红、务工挣钱，享受双重
收益，人均增收 3000 余元。去年 6
月，汉中市在留坝县召开现场会，在
全市推广扶贫互助合作社经验。汉
中市委书记王建军说，扶贫互助合作
社的运行模式，使乡村治理水平大幅
提高，基层党组织战斗力明显增强。
目前，汉中市已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 1170 个，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
832个。

明理感恩自强
乡风文明风尚渐成

近日，在汉中市城固县老庄镇政
府会议室里，柳林镇新柳村致富能手
周海生一句“不勤快，再好的政策也
没用”赢得了当地村民的阵阵掌声。

扶贫先扶志，扶志靠乡风。随着
汉中市“明理、感恩、自强”主题教育
活动不断深入，村扶贫互助合作社在
乡风治理中的作用日渐突出。

“主动参加技术培训的一次积 2
分；凭靠一技之长脱贫增收的积 8

分；踏实勤快、不等不靠、自助发
展产业的积5分。”在勉县留旗营社
区，村民高建明凭着积分在村“道
德银行”兑换了不少生活日用品。
在汉中各县，每户群众都有一张用
来 记 录 “ 勤 、 俭 、 美 、 善 、 孝 、
信”6项积分的“道德储蓄卡”，由
村扶贫互助合作社等村组织召集

“村贤、乡贤”每月评议一次，得分
记录在“存折”中。留坝县中西沟
村扶贫互助合作社理事长黎平富
说 ，“ 人 改 变 环 境 ， 环 境 也 改 变
人”。随着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壮大，
扶贫互助合作社下设的公益服务队
在人饮工程维护、环境卫生、文化
活动和文明风气建设中的作用得到
群众广泛认可。“因为有利益关系的
约束，村环境等公共事务管理落到
了实处。”陕西一位“三农”专家分
析，由于村民都是扶贫互助合作社
的股民，每逢收益分配决策，扶贫
互助合作社都要开股民大会共同商
议，这种被群众称为“院坝议事
会”的社务公开活动也推动了村务
公开，使当地农村基层民主有了新
的实现机会。

乡贤是汉中市优化乡村治理的
重要力量。目前，汉中市成立各级乡
贤文化促进会 1240 个，全市所有贫
困村都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建立
起“善行义举榜”。村贤、乡贤以“看
得见”的感召力，成为乡村治理中的
重要社会力量。

深入扎实的乡村治理创新，令汉
中市广大农村的文明环境、发展环境
得到显著提升。3 年来，只有 4.7 万
人口的留坝县，陆续有600余名外出
务工人员回乡创业，返乡青年逐渐成
为当地乡村治理的中坚力量。

陕西汉中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扶贫互助合作社活跃在乡村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周 芳

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于2016年探索建立的由村党支部领导的集“生产、管理、服务、公益”为

一体的新型村级治理平台——扶贫互助合作社，成了农村各项产业的服务者、组织者和信用载体，

使乡村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基层党组织战斗力明显增强。同时，扶贫互助合作社在乡风治理中的

作用日渐突出，下设的公益服务队在文明风气建设中的作用得到群众广泛认可

汉中市留坝县武关驿镇松树坝村扶贫互助合作社工程队正在实施河堤加固。 张 毅摄

“前几天湿花椒卖八块五一斤，
今天就涨到九块了。俺家地多，赶
紧摘完这块地的花椒，还要摘另一
块地。”今年 64 岁的河南省洛阳市
伊川县鸦岭镇王庄村村民牛书争和
老伴早早就来到了自家的花椒地
里。他家的六七亩花椒还不到盛果
期，产量不是很大，每亩收入 2500
元左右。

王庄村是个偏远小山村，山高
坡陡、沟壑纵横、贫困落后。2014
年，不服输的王庄村党支部书记李
华带领村民外出“取经”，前往邻县
考察花椒产业的种植发展情况。随
后，在伊川农商银行贷款 15 万元，
回村种植花椒3500亩。

近年来，鸦岭镇结合退耕还
林、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振兴战
略，以王庄、楼头、殷沟、董家沟
等为试点村，在全镇 41 个行政村
铺展开来，把花椒种植面积扩大到
3.5 万亩，逐步推动花椒产业向规
模化、集约化、高效化发展。伊川
农商银行经过调查，对此项产业给
予大力支持，规定每户给予 3000
元至 5000 元的信贷，力争让当地
农民早日致富。

王庄村 10 组村民赵存斌告诉
记者，今年他们家花椒能卖到3万
元以上，平时还不耽误外出打工。

“要是种庄稼，赶上好收成，一亩
地一年也卖不到 1000 元。这几年
俺村种花椒，一亩地一年收入在
3000 元以上。”楼头村村民李现

民说。
如今，鸦岭镇的花椒已经远近

闻名。村民们在地头就可以把花椒
变成现钱。在花椒地头，三三两两
的收购商坐在地头，喝着饮料聊着
天，等待村民们前来卖花椒。收购
商有来自洛阳市宜阳县、洛宁县的，
还有伊川县本地人。收购商赵朝功
说，这几天收购价一个劲儿往上涨，
他真有些受不了。

花椒丰收时，沟岭显秀容。据
鸦岭镇党委书记梁智宇介绍，预计
全镇农民整体可增收 3000 万元。
目前，按照县里统一部署，鸦岭镇正
在制定新的种植计划，准备再发展
3.8万亩花椒，力争使鸦岭镇花椒种
植面积达到 7 万亩以上。今后，鸦
岭镇将加快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新
建集花椒采摘体验、休闲度假于一
体的高标准现代化花椒旅游休闲体
验示范园区，不断延伸花椒产业链，
全面提升花椒产业区域化、规模化、
标准化、特色化水平，构建起大基
地、大品牌、大市场的花椒产业化发
展新格局。

“目前当地农民已经尝到产业
结构调整带来增收的‘甜头’，种植
花椒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伊川县副
县长姬素娟说，花椒产业已成为拉
动区域经济发展、财政增收和农民
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不仅推动了
产业结构调整，而且带动了当地农
民和集体经济增收，还大幅改善了
当地的生态环境。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鸦岭镇

扩种花椒尝到了“甜头”
本报记者 艾 芳

太平将刚刚烤好的牛肉干剪成

小块。 （资料图片）

手工制作腐竹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