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壮绣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在广西马山县“壮美坊”壮绣工
厂里，壮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蓝
淋带着 10 余名绣娘飞针走线，她把
壮绣技艺传承给这些绣娘，也帮助她
们靠这门手艺实现了脱贫。

壮族刺绣简称壮绣，经过近千年
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表现风格和刺
绣技巧。蓝淋出生于壮绣世家，她的
奶奶、外婆都是壮绣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在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之下，
蓝淋成长为蓝家第 5 代手工技艺传
承人。

1998年，蓝淋辞去工作，在马山
县城成立了“壮美坊”壮绣工厂，工厂
成为广西壮族刺绣的传承基地。

壮绣手艺厂开业之初，蓝淋一边
指导学员学习刺绣，一边带领业务员
四处推销产品。可惜壮绣产品无人
赏识，一两年时间，工厂仓库里积压
了大量绣品。

蓝淋不得不为传承壮绣另谋出

路。2001 年，蓝淋前往广西艺术学
院学习设计，学成归来后又带着团队
走遍广西四处寻访搜集壮绣绣品，并
邀请不同地区的专业设计师，把先进
的设计理念和丰富的想象力融入壮
绣产品中，让壮绣拥有了更多的实用

性和时尚感。
2008 年，马山壮绣手工艺品成

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南宁政府指定
礼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
政府指定礼品。

“第一次接到这样重要的订单，

又时间紧迫，厂里的绣娘不够用了。”
蓝淋说。于是，她挨家挨户地去找绣
娘。看到带着诚意来敲门的蓝淋，绣
娘们纷纷按照她的要求完成简单的
刺绣。较为简单的部分完成后，她再
拿回厂里交给更为熟练的绣娘制作
复杂的部分。一时间，马山整条街上
的人都在飞针走线搞壮绣。

在蓝淋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马
山妇女开始学习壮绣，1000 多名妇
女经过培训，部分成了“壮美坊”壮绣
工厂的绣娘。不少绣娘通过壮绣增
加了家庭收入，实现了脱贫。

自 2006 年起，绣娘潘葵便跟着
蓝淋学壮绣，农务闲暇时，她仅靠刺
绣每个月就能挣1800元。“刺绣时间
灵活，在家就可以做，既能带小孩，又
增加了收入。”潘葵说。“壮美坊”订单
多时，还会以计件方式把产品外包给
当地妇女。

2018年3月份，蓝淋应邀到杭州
参加阿里巴巴首届魔豆妈妈创业大
赛，这是蓝淋第一次深入接触网购。
不久，“蓝淋的非遗壮绣”在淘宝“魔
豆妈妈公益官方店”上线。2019年3
月8日，“壮美坊”淘宝店铺上线。“希
望通过电商平台，让绣品走入千家万
户，让千年壮绣焕发新的活力。也希
望壮绣能够帮助更多的贫困妇女实
现居家就业、脱贫致富。”蓝淋说。

壮绣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蓝淋（中）
在指导绣娘们
学 习 壮 绣 技
法。

朱柳蓉摄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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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业扶贫插上科技翅膀
——中国农科院科技扶贫纪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中国农科院作为我国农业科技
的‘国家队’，要充分认识当前脱贫
攻坚的紧迫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日前，在中
国农科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
会议上，农科院党组书记张合成说。

建立特色产业

对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副研究员黄连清来说，2016年是特
别有纪念意义的一年。这年的 8 月
份，他离开了工作多年的研究所，
奔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
沙冒多村，担任驻村帮扶队队长，
开始了他为期两年的对口帮扶工作。

黄连清克服高原反应，坚持对
分散居住在周边山区的92户农户及
全村的水、电、路、房、产业发展
情况进行调研走访。他发现，养殖
业在当地是传统产业，但方式过于
老旧，收益很低。之后，黄连清主
动协调兰州兽医所帮扶资金11.5万
元，购买优良基础母羊100只，助
力 10 户贫困户发展养羊业。同时，
对兽医所为帮扶村购买的10头种公
牛的繁育养殖情况进行研究，通过
改良，使每只牦牛牛犊出售价格高
出本地牛犊700 多元。有了像黄连
清这样的农科专家在一线帮扶，当
地农牧民群众自此坚定了“要致富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决心。

3年来，中国农科院院属单位共
选派654个专家团队，合计3344名
科研人员投身到科技扶贫一线。他
们围绕种养结合、链条延伸、功能
拓展发力，支持贫困地区发展设施
蔬菜、林果、西洋参、茶叶、肉鸭
等特色产业，大力促进了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我们的目标是最大程度地转化
院所的科技成果，让脱贫产业插上

科技的翅膀。”中国农科院成果转化
局局长王述民说。

2018 年，中国农科院制定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扶贫行动工作
方案 （2018-2020 年）》。方案提
出，将帮助贫困县建立一批特色主导
产业，在每个贫困县至少培育3个至
5个重点产业，在每个贫困村至少发
展 1 个特色农产品，形成“一村一
品”的格局，通过发展壮大特色产业
带动贫困村脱贫。

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推动
“大通牦牛”的示范推广，让牦牛
成为脱贫致富的“摇钱树”，每年
改良家养牦牛约 30 万头，对促进
高寒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郑州果树所
的刘济伟多年如一日扎根太行深山
区，帮助当地农民发展各类瓜果产
业，被农民兄弟亲切地称为“林果
县长”……

张合成告诉记者：“近3年，中
国农科院在贫困地区实施各类项目
429 个，提高了产业扶贫的科技含
量，提升了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质
量，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带来关键技术

2008年，辽宁省绥中县杨斌果
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杨树斌陷入
了困扰，因为他家的15亩老残果园
的亩产能力已不足千斤，眼瞅着果
园的收益每况愈下，杨树斌的心里
别提有多着急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树斌认识
了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果树栽培
与生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海波，并请
他去自己的果园“把脉诊断”。

通过一系列技术改造，杨树斌
的果园老树回春，亩产增至 5000
斤，成为丰产园。随后，杨树斌一
鼓作气发展壮大合作社，带动周边

200 多户农民发展 2 万多亩果树，
生产的富硒苹果市场价格达到每公
斤13元，卖到了北京、深圳、沈阳
等大城市。合作社也成为辽宁省颇
具影响力的果业生产基地。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农科院
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技术，重点研发
绿色生产关键技术、农产品质量安
全关键技术、生态循环可持续发展
关键技术，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
的技术成果，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提供了科技支撑和技术储备。

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在四川
广元引入本所选育的黄化特异茶树
新品种“中黄 1 号”和“中黄 2
号”，两个品种的投产茶园亩均产值
都超过3万元，累计新增收入超过3
亿元；建立黄茶专业合作社3个，带
动农户超过200户，帮助实现人均
年增收3000元，成为当地精准扶贫
的重要抓手。

此外，中国农科院还建设和完善
了一批成果转化推广基地，进一步完
善和建设了一批对脱贫攻坚有重要价
值的新基地，构建起布局合理、定位
清晰、功能完善、运转高效、机制先
进、开放共享的科技扶贫支撑平台
体系。

“3年来，中国农科院累计为贫
困地区制定规划、开展咨询 3347
次，现场指导农业生产6417次，展
览展示科技成果 419 次。”王述民
说，同时示范推广新品种 656 个，
推广种植2975万亩、养殖73万头；
推广新产品 3019 个，应用 2 亿亩，
效益达 1.5 亿元；推广新技术 646
个，推广种植1.8亿亩，养殖77.2万
头（只）、2亿羽。

培养专门人才

“在具体帮扶手段上，中国农科
院坚持‘授人以渔’，做好技术服

务。”张合成说。
针对贫困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

技术需求，中国农科院按照“急
用、实用、管用”的原则，针对贫
困地区的主导、特色产业，组织专
家开展专题讲座、现场培训、入户
指导、展览展示等形式多样的技术
服务活动，帮助提升贫困地区基层
农业技术人员和广大农民的科技素
质，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培训
了一大批农业生产技术骨干。

同时，中国农科院还注意培训
一批脱贫致富带头人，重点加强对
贫困地区的农业企业、农民合作
社、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科技服务。“我们计划
到2020年为贫困地区培训管理型和
经纪人才 2000 人，培训实用技术
人员5000人。”张合成说。

“我们还将举办乡村干部高新农
业科技讲习班。围绕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人才需求，开办乡村干部高新
科技讲习班，帮助基层干部开眼界、
拓思路、转观念，争取每年培训 300
人，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100
人、主管乡长及镇长100人、主管副
县长100人。”张合成说。

同时，中国农科院注意持续强
化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创新青
年人才培养方式，丰富农业人才培
训模式，壮大科技成果转化人才、
技术转移人才、科技推广人才、产
业经营人才、新型农民和农业农村
实用人才等队伍，并为此设立了

“一懂两爱”农业人才培训专项，开
展了“授渔脱贫培训专项”“联盟科
技人才培训专项”等专题培训。

“我们希望通过大规模地选派科
技人员到农业农村一线开展科技服
务，为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帮助贫困群众掌握实用技术，
促进贫困地区早日脱贫。”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王汉
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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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是实现稳定脱贫和乡村振兴的

基础。必须同步推进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着力促进乡村产

业兴旺；大力发展扶贫车间；结合庭院经济建设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

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 冯 湖

着力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
力，这既是实现稳定脱贫的基础，也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

如何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同步推进物质脱贫与精神脱

贫。脱贫攻坚贵在立志，只要有志
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促进精神脱贫，就要“扶贫先扶志”，
着力帮助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
想。还要努力改进扶贫工作方法，
改变简单的给钱、给物、给牛羊的做
法，要引导和教育广大贫困群众通
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着力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各地
一定要基于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本地
的特色产业，不能盲目跟风。同时，
努力实现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就要求产业发展一定要有长远谋
略和规划，要坚决防止产业发展中
的短期行为。一是在生产环节，要
大力提升生产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
益，要积极推进生产的合作化和规
模化建设。二是在流通环节，要努
力构建稳定的供销渠道，充分发挥
好电商的作用，大力发展订单生
产。三是要着力提升产品品质，更
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大力发展扶贫车间。从一些贫
困地区发展扶贫车间的实践看，扶
贫车间的积极作用是多方面的。一
是可以实现农民就近就业，这大大
降低了就业成本。二是有利于实现
农民灵活就业。农村历来有农节、
农闲时节。在农忙时节，农民的主
要精力投入在农业生产上，但在农
闲时节，农民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

到扶贫车间，打工以增加收入。三
是随着物流成本的不断降低，扶贫
车间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以甘肃
省为例，截至2018年9月份，除嘉峪
关市外，其他13个市（州）共建成扶
贫车间379个，用工总量达3.6万多
人，其中贫困人口就有1.1万多人，
占用工总量的31.3%。扶贫车间在
脱贫攻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结合庭院经济建设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在我国西部农村地
区，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大庭院。但
庭院的总体建设缺乏科学性，资源
利用效率低下，院子脏、乱、差状况
也较为严重，具有较大的开发整治
潜力。目前，随着农村劳动力老龄
化日趋严重，发展庭院经济成为一
种客观需要。发展庭院经济，除了
需要政府做好统一规划和指导，立
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进行科学设
计外，还要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要把最
优秀和最有经验的干部派到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第一线，让他们发挥
引领作用，带动贫困群众走上脱贫
增收路。要注意加强干部队伍的作
风建设，真正把作风建设抓严、抓
实、抓细，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坚决反对庸、懒、散现象，进
一步健全和完善监督考核制度和激
励机制，激励优秀干部在脱贫攻坚
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为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

“平谷大桃”扎根新疆洛浦

本报记者 杨学聪

明年，果品市场即将迎来新疆
产“平谷大桃”——2018 年 11 月
份，来自大桃之乡北京市平谷区的
大桃优新品种已扎根于新疆洛浦
县。根据北京市对口支援合作安
排，平谷区和洛浦县紧密合作，从产
业结构调整、合作社示范带动、营销
模式升级改造、品牌化建设等方面
全力推进产业帮扶进程。

洛浦县位于昆仑山北麓，是深
度贫困地区。此前，洛浦就有少量
原产土桃。经专家团队分析，这里
的沙质土壤、充足日照以及昼夜温
差大的天气条件非常适合种植大
桃，而平谷区正是全国最大的大桃
种植基地。两地一拍即合，决定利
用洛浦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培育
大桃产业，推进洛浦县农业现代化
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平谷区有22万亩桃园，全区有
上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对洛
浦县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基础设施
等考察，有6家合作社决定合作，在
洛浦县投资成立 3 家企业，开展大
桃种植，把大桃产业嫁接到洛浦。

如今，平谷企业注册成立的洛

浦县平洛森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
与洛浦多鲁吐格曼村达成土地流转
协议，流转土地1100亩，打造洛浦
县“平谷大桃”精品示范园。示范园
每年可吸纳 60 至 70 人就业，预计
可带动 3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
收。该项目于今年春季开展果树移
植，预计 2020 年果树即可挂果，
2021年亩产可达3000公斤。

而北京心意种植有限公司注册
成立的洛浦县平洛心意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则流转了洛浦县杭桂镇90
座温室大棚，打造洛浦县温室大桃
生产示范区。目前，企业引进的两
年生大苗已开展果树移植，能够实
现当年栽植，来年开花挂果。

为鼓励、引领更多平谷区农业
企业、合作社到洛浦发展，带动当地
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平谷区研究
起草了《平谷区扶贫协作对口支援
发展农业产业鼓励政策》，从人员待
遇补贴、项目及品牌策划包装、产业
发展、项目贷款贴息、农产品加工设
备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补贴。
同时，来自平谷的技术专家也进驻
洛浦，全程给予技术支持。

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以“龙头带动＋科技支撑＋富民共赢”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红薯种植，助力脱贫攻坚。
图为在磁县禾下土脱毒红薯种苗扶贫基地，科技人员在培养室里观察红薯种苗生长情况。 （新华社发）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是湖北省37个贫困县之一。近年来，该县积极探
索电商扶贫新路径，兴建“三农”电商扶贫网点240多个，带动全县5万贫困
群众脱贫。图为南漳县城关镇大河村村民在电商扶贫网点推介自己编织的
背篓。 熊明银摄 （中经视觉）

走电商扶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