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广东河源市埔前镇坪围村，只见
粉红的晚霞映衬着一片碧绿的无花果园，
尚还青涩的无花果挂着晶莹的雨珠藏在
绿叶间，在静静等待着成熟……

这片无花果的主人——村里的 61 户
贫困户也在等待。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
节，坪围村的宁静将再次被打破。每个人
都记忆犹新，去年村里举办首届水果采摘
节当天，来自珠三角等地的 5000 多名游
客蜂拥而至。村里分给贫困户的 30 个摊
位，每个摊位一天下来都收入过万元；当
天的网上直播更是吸引了70多万人关注，
订单如雪片飞来……那可是坪围村从未
有过的盛况！

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水库区移民
村、革命老区村迅速实现全面脱贫需要怎
样的智慧与魄力。而就在短短 3 年间，坪
围村实现了整村脱贫。

一切变化，是从一群“最能打仗的人”
集结到脱贫攻坚第一线开始的。“体验式”
种果经济一天天红火，“特色农业+乡村旅
游+精准扶贫”的新路铺开……村民们欣
喜地看到，贫困村的历史在终结，在河源
市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副产品供应
基地和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蓝图上，美好的
未来正在开启。

一个好汉三个帮

提到河源，人们熟知的是它“中国好
水”水源地的生态标签。1958 年，华南地
区最大的人工湖——370平方公里的新丰
江水库开建。万顷良田被淹没、10万人迁
离世代居住的家园的代价，成就了今天碧
波浩渺、风景如画的万绿湖，更保障了数
百万香港居民以及数千万惠州、东莞、深
圳等地居民的源头用水安全。

坪围村地处河源“南大门”，虽为鱼米
之乡，却并不富裕。847 户 3332 人，有一
半是水库移民。数十年来，这里的村民与
千千万万河源人一样，秉持着对那一湖净
水的守护之心，眼看着改革开放春风吹拂
下的珠三角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模式
发展工业而走向富裕，却无怨无悔地坚守
着那抹绿色。2016 年，经精准识别，确认
建档立卡贫困户61户185人，成为广东省
定精准扶贫相对贫困村。

李远通，连续五届高票当选的坪围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十多年来为给
村子拔掉“穷根”操碎了心。2005 年上任
后，看着乡亲们年复一年地种着水稻、花
生、甘蔗“老三样”，看着贫困户今年收到
鸡、明年收到猪却依然挣扎在贫困的泥
沼，他下定决心：必须给村里搞点像样的
产业！他尝试从深圳引进人才开果场种
皇帝柑，又尝试引进中医药公司搞中草药
基地……可最终发现，示范带动效果并不
理想。“山地承包出去了，赚多赚少只有老
板知道，村民所得只是一点地租和务工
费。”李远通说。

一个好汉三个帮。正在李远通苦恼
之际，两个年轻人先后到来。

2016年春天，南粤大地上吹起了三年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号角，整个广东
尽锐出战，2277名驻村第一书记带着党的
重托奔赴一个个山村。“80后”小伙子蓝诗
就在其中。从河源市政府大院出发，他一
头扎进了坪围村。与此同时，与河源同饮
一江水的深圳，在新一轮对口帮扶中所选
派的200多名干部也陆续进驻214个贫困
村。来自深圳大鹏新区经济服务局的刘
志坚，成了头戴草帽、脚踩黄泥的驻坪围

村工作队队长。
“蓝书记有文化，是高材生；刘队长带

来了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和资金，这些都
是村里急需的。我们三人开始一起谋发
展！”李远通说。

定了！就是无花果

精准扶贫靠产业，选啥产业好？
机缘巧合，一位浙江金华的企业负责

人正好来村里承包土地种无花果。刘志
坚看着长势喜人的无花果，心里一动：在
深圳山姆超市，无花果 5颗一盒就卖 58块
钱，价值很高，是不是可以作为发展精品
水果产业的方向？

三人一合计，决定去浙江金华的无花
果基地实地考察。考察情况令他们信心
大增。“当地农民都说好，无花果当年种、
当年收，树龄达15年，果期长达半年，每天
摘果、售果，天天有收益。鲜果滞销了，就
卖干果。我们又找到浙江省无花果种植
协会会长取经，得知他们的无花果衍生品
多达十几种，包括无花果醋、肥皂、蜜饯、
茶、酒等，市场前景广阔。大家反复讨论，
都觉得这种经济价值高、见效快的产业完
全可以成为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蓝诗
说。

2017 年 3月，坪围村的无花果种植项
目落地。这是一个股权全部属于贫困户
的种植基地。由村经济联合社牵头，动员
61 户贫困户共同成立了坪围村大鹏种养
专业合作社，利用大鹏新区10个帮扶单位
自筹的50万元资金和60万元扶贫开发资
金，共投入种植了 80亩无花果，以“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年终进行分
红。

怎么种？往哪儿销？谁来管理？这
一个个问题，都不是贫困户自己能解决
的。在珠三角跑过生意的李远通被推举
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揽下了带领61户贫
困户脱贫的责任。

李远通投入 5 万元，承包了这 80 亩
地。他带领合作社与村里的红锋旺果场
合作，约定由果场供苗，并统一解决技术
和销路。贫困户的参与方式非常灵活，有
劳动能力的可在自家地上种植，发展家庭
产业，也可到合作社务工；无劳动能力的
就把地租给合作社，获得地租和分红。

2017年，无花果顺利挂果，产量3.2万
斤，合作社获得了 15 万元收益；2018 年，
收益增加到20万元，有劳动力的贫困户人
均增收1200元，无劳动力的人均增收440
元。为最大限度发挥项目的经济效益，合
作社还与果场合作进行无花果深加工，制
作干果、药材、茶叶、果酱、果酒等多种衍
生品。

靠天吃饭？靠“人”吃饭！

无花果成了贫困户的“致富果”，但另
一个问题却还是让他们悬心：村集体经济
要壮大，光靠卖水果能行吗？

在福源果场大片的枇杷林中，看着满
树枇杷果一嘟噜一嘟噜萎烂在枝头，果场
老板孔祥文心痛不已。

所幸，果场的主要收入并不在卖果。
天气晴好，记者正好碰到一家公司的员工
在果场里搞活动：自己动手摘蔬果、抓鸡，
自己做农家饭，饭后在果园里 K 歌、喝茶、
游戏……“果场开了 13 年，一开始纯粹搞
种植，越走越难。2012 年开始转型，现在
采摘拓展比卖水果赚得多！”孔祥文说。

福源果场的变迁，李远通都看在眼
里。“都说农业靠天吃饭，现在看，还是得
靠‘人’吃饭。能吸引人来，产业才能做大
做强。”李远通说。

依托河源作为珠三角“后花园”的生
态优势，大力发展“体验式”种果经济成了
坪围村党支部和扶贫工作队确定的目
标。为了让水果种植和采摘上规模，他们
在原有东兴旺、福源两大果场的基础上，
又引进了百家乐果场、周村橘场、红锋旺
果场等农业企业。目前，全村水果种植面
积近 2000亩，枇杷、无花果、火龙果、皇帝
柑、砂糖橘……一年四季都有多种水果上
市，每年吸引周边地区和珠三角近 6 万人
次前来体验摘果、观光旅游。看着采摘人
气渐旺，村民们都纷纷种起了果树。

有了规模，如何打响“水果村”的品
牌？蓝诗不遗余力当起了“水果村”的代
言人。他参加市里的“第一书记代言”活
动，绞尽脑汁在网络、电视上推销坪围水
果，更推动村里从营造固定的节庆文化入
手，打造一年一度的水果采摘节，提升“水
果村”知名度。

2018 年 10 月，坪围村首届水果采摘

节、河源市首届农民丰收节相继在坪围启
动。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也聚集了大量
企业、旅行社、媒体前来体验、推介。

为适应采摘农业发展的需求，如今，
村里正在狠下功夫提升水果种植技术。
李远通告诉记者，采摘和纯粹卖果对于种
植技术的要求不同，一个更看重品质，一
个更追求产量。果子长相好、口感好，游
客才摘得开心。

“下一步的方向是聚焦农旅结合，把
观光农业做强。”李远通说，坪围村正积极
引进现代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企业落
户，发展大棚种植，增加黄金百香果、红心
番石榴等经济效益更高的农产品，希望能
把乡村采摘游带起来。目前，借助深圳大
鹏新区对口帮扶指挥部的牵线搭桥，村里
正在与深圳市农科集团等企业商洽合作
事宜。

要吹糠见米，更需长效机制

“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幸福过！”年近70
岁的新丰江水库移民、脱贫户杨光明告诉
记者。

来坪围村 3 年，刘志坚目睹了杨光明
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我刚来的时候，杨光
明刚借一大笔钱做完脑梗开颅手术，那时
他眼睛灰暗，毫无光彩。可现在，他眼神
中充满光彩，村民都常见他骑着摩托车四
处奔忙。”

杨光明的希望从何而来？正来自这
位驻村工作队队长带来的长效扶贫增收
机制。

刘志坚进村后头一件事便是挨家挨
户走访贫困户，很快就对他们的致贫原因
了然于心——大部分是像杨光明这样因
病、因残丧失了劳动能力，也有些是“打工
嫌路远，种养怕辛苦”无心脱贫。刘志坚
意识到，要让这两类人都顺利脱贫，既需
要能吹糠见米、立竿见影的产业项目，也
需要能实现长效增收、激发内生动力的有
效机制。

如何建立长效扶贫增收机制？资产收
益分红“兜底”是个有效模式。在刘志坚的
努力下，深圳大鹏新区安排帮扶资金 100
万元购买河源源城区农商行股份，每年为
村里增加10万元分红收益；大鹏新区还投
入帮扶资金 400 万元，入股由新区与河源
源城区共建的龙岭产业转移园，每年收益
达 8%，也用于扶贫。这样一来，没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都有了一份稳定的收益。

如何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刘志
坚针对肯就业、肯自主发展产业的贫困
户制定了奖补激励政策。“只要你肯干，
都有奖励。”刘志坚说，贫困户种一亩地
奖励 300 元，1000 元封顶；养 50 只鸡就
有补贴，同样 1000 元封顶。同时，龙岭
工业园把工作送到了“家门口”，贫困户
肯走出去打工，便可获得工资的 10%作
为补贴。

杨光明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在产业园
电子厂做普工；家人养鸡、做工除了本身的
收益，这两年还额外获得七八千元的奖补；
2017 年加入无花果合作社，两年分红达
6000 元；去年入股产业园，又拿到分红
4142元。一家三口的家庭总收入，由2015
年不足万元增加到去年的5万元。

“按照省里 2018 年的脱贫标准，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超过
7598 元，我们村 2018 年已经达到 1.8 万
元，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刘志坚自豪
地说。

坪围村：守一湖净水，带一村致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33年来年来，，广东省广东省150150万万

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发生率从贫困发生率从 44..5454%%降至降至

00..33%%以下以下，，昔日破败的山昔日破败的山

村变成了今日宜人的景村变成了今日宜人的景

点点，，乡亲们脸上泛起了笑乡亲们脸上泛起了笑

容……谁是这南粤山乡巨容……谁是这南粤山乡巨

变的缔造者变的缔造者？？在坪围村在坪围村，，

我找到了答案我找到了答案。。

村子富不富村子富不富，，还看村还看村

干部干部。。广东省连续推进精广东省连续推进精

准扶贫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计划精准脱贫攻坚计划

这这33年年，，为贫困村带来的最为贫困村带来的最

宝贵的财富宝贵的财富，，不是钱不是钱、、不是不是

物物，，而是好传统而是好传统、、好干部好干部。。

在坪围村在坪围村，，““8080 后后””驻驻

村第一书记蓝诗村第一书记蓝诗、、““7070 后后””

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刘志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刘志

坚和坚和““6060后后””村党支部书记村党支部书记

李远通李远通，，融洽如兄弟融洽如兄弟，，““三驾三驾

马车马车””联动联动，，闯出了产业扶闯出了产业扶

贫新路贫新路，，筑起了扶贫攻坚堡筑起了扶贫攻坚堡

垒垒。。他们因何能做到他们因何能做到？？蹲蹲

点点期间的所见所闻为记者期间的所见所闻为记者

揭示了答案揭示了答案：：因为扶贫干因为扶贫干

部都有部都有““三颗心三颗心””——爱爱

心心、、公心公心、、成事之心成事之心。。

这爱心这爱心，，是舍小家是舍小家、、为为

大家的大爱大家的大爱。。如来自深圳如来自深圳

的刘志坚的刘志坚，，孩子身患罕见孩子身患罕见

病需要人长期精心照料病需要人长期精心照料，，

家中父母和妻子却深明大家中父母和妻子却深明大

义义，，支持他驻村扶贫支持他驻村扶贫。。妻子说妻子说：：““放心去吧放心去吧，，这也是这也是

为孩子积福为孩子积福。。””33年来年来，，他每天只能通过微信为孩子他每天只能通过微信为孩子

辅导功课辅导功课，，却与村里却与村里 6161 户贫困户结下了深厚的情户贫困户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谊。。33年期满年期满，，他主动申请再留两年他主动申请再留两年，，不到全面打赢不到全面打赢

扶贫攻坚战扶贫攻坚战，，决不撤离决不撤离。。

这公心这公心，，是公正无私是公正无私、、因公废私的胸怀因公废私的胸怀。。李远李远

通说通说：：““我是全村我是全村 30003000 多名村民多名村民、、8181 个党员选出来个党员选出来

的的。。””记者问一位村民记者问一位村民，，李远通为何能连续五届高票李远通为何能连续五届高票

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主任？？村民说村民说：：““别人家别人家

门口的路都修好了门口的路都修好了，，只有他和他兄弟家还没修只有他和他兄弟家还没修。。””对对

此此，，李远通自有道理李远通自有道理：：““只要还有一家的路没修好只要还有一家的路没修好，，

我家门口的路就不能修我家门口的路就不能修。。””在他看来在他看来，，如果当村党支如果当村党支

部书记有什么部书记有什么““领导艺术领导艺术””，，那就是不留一念之私那就是不留一念之私。。

振臂一呼振臂一呼，，村民齐心跟进村民齐心跟进，，这样的凝聚力和信服这样的凝聚力和信服

力力，，靠的是一颗成事之心靠的是一颗成事之心。。从市政府办公室走出来从市政府办公室走出来

的蓝诗的蓝诗，，成了田间地头的成了田间地头的““专家专家””、、线上线下营销的行线上线下营销的行

家家，，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无花果书记无花果书记””。。““村里人讲村里人讲

实际实际，，干一件事干一件事、、成一件事成一件事，，大家才信你大家才信你，，才会跟着才会跟着

干干。。””如蓝诗所说如蓝诗所说，，征地征地、、修路修路、、种水果……样样关乎种水果……样样关乎

村民切身利益村民切身利益，，样样都要用破釜沉舟的决心去做样样都要用破釜沉舟的决心去做

好好。。修通了第一条路修通了第一条路，，才能有后来的条条大路才能有后来的条条大路；；做旺做旺

了贫困户的无花果了贫困户的无花果，，才可期整个才可期整个““水果村水果村””的兴盛的兴盛。。

帮钱帮物帮钱帮物，，不如帮个好支部不如帮个好支部。。村委会一周七天村委会一周七天

都有笑脸相迎都有笑脸相迎，，村干部一个电话随叫随到村干部一个电话随叫随到。。广大扶广大扶

贫干部用自己的爱心贫干部用自己的爱心、、公心公心、、成事之心成事之心，，打造出了一打造出了一

支支““永不离开的扶贫队伍永不离开的扶贫队伍””。。

丰饶的南粤大地上丰饶的南粤大地上，，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期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期，，

乡村振兴亦迎来启动期乡村振兴亦迎来启动期。。南粤的山乡巨变南粤的山乡巨变，，永远不永远不

会休止会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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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杨

广东河源市坪围村启动新农村示范村建设3年来，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在坪围村东兴旺农场，工作人员正在往果树上喷洒绿色无公害酵素营养液。

广东省河源市埔前镇坪广东省河源市埔前镇坪

围村是一个省定贫困村围村是一个省定贫困村，，其其

中一半村民为水库移民中一半村民为水库移民。。33

年来年来，，在河源市及深圳大鹏在河源市及深圳大鹏

新区的对口帮扶新区的对口帮扶下下，，坪围村坪围村

建立长效脱贫机制建立长效脱贫机制，，因地制因地制

宜发展无花果宜发展无花果、、皇帝柑等水皇帝柑等水

果产业果产业，，打响了打响了““水果村水果村””的的

品牌品牌并发展乡村旅游并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实现

了整村脱贫了整村脱贫。。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郑 杨摄

在坪围村党群服务中心，每天都有工作人员为

村民提供各种周到的服务。

福源果场的水果采摘园，每到节假日都吸引众

多游客前来采摘。

脱贫户杨光明在自家修缮一新的小楼前给蔬菜

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