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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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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招能克“贫”致富
□ 钟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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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走进““雪山草地雪山草地””品味小康生活品味小康生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图① 阿坝州理县丘地村村民在编织“花带”。
图② 阿坝州阿坝县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在上体育课。

②②

①①

盛夏的川西北高原，雪山茫茫，草地莽
莽。穿行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只见
水草丰美、牛羊成群，藏式民居、羌式碉楼依
势而建，星罗棋布。

80多年前，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在阿坝
爬雪山、过草地，最终抵达陕北，胜利完成战
略大转移。80余载过去，经过几代人艰苦
卓绝的奋斗，今年2月份，四川省政府宣布，
黑水、阿坝、壤塘三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
此，阿坝全州13个县（市）全部“摘帽”。

推广樱桃树 养牛能致富

在阿坝州理县桃坪镇佳山村，村民龙庭
恒在苹果园里整理套袋，他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他家有10亩果园，其中苹果5亩、李子4
亩、甜樱桃1亩，去年收入20多万元。“今年
甜樱桃虽然受疫情影响，价格比去年要低一
些，但1亩甜樱桃收入2万多元，还是很满
足的。”龙庭恒高兴地说。

“现在一棵树就相当于以前一亩地的收
入。”佳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朝运掰着手指对
记者说，过去村里主要种植玉米和土豆，一
亩也就收入几百元，现在一棵盛果期的甜樱
桃树就能卖1500元左右，一亩地可以种40
多棵。

王朝运表示，佳山村海拔在1500米至
2200米间，是典型的半高山村寨，10年前
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近年来实施了农
业产业结构大调整，受气候影响产量低的
玉米等传统农作物退出，甜樱桃、脆李、糖
心苹果等优质水果得到大力推广，目前佳
山村已建成生态果园基地，去年全村人均
收入达14772元，几年间，从贫困村成为富
裕村。

地处川西北高原腹地的红原县，县名意
为“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是牦牛的核心
产地，他们依托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红
原牦牛乳业公司，将牦牛养殖由传统的粗放
管理转变为产业化经营。公司党支部书记
彭措扎西介绍说，红原牦牛乳业公司已形成
辐射红原县周边300公里的鲜奶收购网络，
具备年10万吨牦牛鲜奶的处理能力和1.4
万吨奶粉生产能力，满负荷生产，可实现产
值45亿元左右，提供就业岗位2000多个，
直接受益的牧民可达4万余户。红原县与
公司签订合同交奶的贫困户有353户，占在
册贫困户的26.2%，有效帮助在册贫困户精
准脱贫。

阿坝州始终将农业结构调整作为群众稳
定脱贫长效增收的核心和支撑，从各地的具
体情况出发，坚持“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旅
则旅、宜林则林”，先后建成9个大型现代农业
园区、124个农产品初加工基地，培育农业专
业合作社668个、创业致富带头人1858人、
扶贫龙头企业10家，累计带动2.2万户8万名
贫困人口实现产业脱贫。

路网全联通 山货卖四方

沿“上南天路”驱车约40公里，从海拔
2000米左右的壤塘县南木达镇平整的水泥
路盘旋而上，到达海拔4000多米的上杜柯
乡吾克基村时，路两边高大茂密的针叶林已
变成绿茸茸的草原。草原一望无垠，在远处
与天际交会。

牧民壤尕的家就在草原深处。他介绍
说，这几年之所以增收不少，主要得益于这
条路，让牦牛、牛奶可以卖出好价钱。他解
释说，过去没有路，从山上把牦牛赶到山下

的集市，要几天时间。由于知道把牦牛再赶
回去很麻烦，所以“牛贩子”把价钱压得很
低，每头牦牛要比现在少卖两三千元。如今
有了这条路，大多数家庭都买了车。“开着车
下山卖牦牛和鲜奶，半个多小时就到了。”说
着说着，壤尕乐呵呵地笑起来。

受益于“上南天路”的远远不止壤尕一
家。壤塘县交通局副局长何东明介绍，这条
路打通了当地牧民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
里”，直接惠及沿线吾克基村等3个村2000
余名牧民出行和生产生活。何东明说，这几
年是壤塘交通设施变化最快的几年，中央和
省里累计投入资金16.2亿元，共实施交通项
目127个，支持建设国省干线4条204.9公
里、农村公路80条662.2公里、桥梁35座。

这些年也是阿坝州13县交通、通信等
基础设施飞速发展的几年。铁路、航空、高
速公路等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速构建，
汶川到州府马尔康的高速从无到有，已试通
车148公里，成都到兰州的铁路、九寨沟到
绵阳等国省干线项目有序推进；实施667个
农村公路项目，通车里程1.39万公里；深入
推进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建成60多条输变
电线路；4G网络早已遍布藏羌村寨，乡镇村
网络宽带全覆盖，5G也已开始布点。

基础设施的改善，有效解决了出行难、
行路险、运输难、物流差等问题，改善了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打通了一段又一
段经济发展的“血脉”，加速了地处川、青、甘
三省交界处的阿坝州与外部的交流交往交
融，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成为区域跨越式
发展的强力“引擎”。

在阿坝松潘县一家规模不大的土特产
展示馆，工作人员张蕾的两个小伙伴正举着
一小块牦牛肉对着手机热热闹闹做直播。
张蕾介绍，过去一年里，展示馆通过直播等
方式，已销售牦牛肉、沙棘、松贝等当地土特
产约400万元。“新鲜的牦牛肉，我们加冰袋
真空包装，发顺丰一天到成都，两天到北京，
保证新鲜。”张蕾自信地说。

在茂县，他们把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作为
推进脱贫攻坚的有效路径，积极探索“共享
电商”发展方式，去年累计实现电子商务网
络交易额近4亿元，其中，当地农副产品网
络零售额达3亿多元。当地许多农民都有
自己的二维码，花椒、蜂蜜等土特产都可以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足不出户，山货等土特
产也能销往全国各地。

文创产品好 景区受欢迎

在若尔盖县诺尔央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牧民张林正在一台织机前织围巾。围
巾所用的不是普通材料，而是牦牛绒毛，十
分畅销。公司创办人索郎当周介绍说，去
年，公司用牦牛绒毛生产的围巾、披肩等旅
游纪念品，销售额达200多万元，公司支付
聘请的11名农牧民劳务费用30多万元。

在壤塘县壤巴拉觉壤文化创意传习所，众
多年轻学员在这里学习画唐卡、做刺绣。德青
旺姆3年前已从这里学成毕业，作为一名优秀
学员，她的唐卡最高可以卖到3万元以上，尺寸
较小的一幅唐卡也可以卖到上万元。

九寨沟县把全域旅游作为脱贫奔小康
的头号产业，近几年，除九寨沟景区加快恢
复重建以外，还加快建设新景区、培育新业
态、增强发展后劲，先后建成龙石滩、柴门关
等一批乡村旅游新业态，甲勿海、甘海子、神
仙池成功创建AAA级景区并对外开放，去
年这些新景区开园以来，全县接待游客近

186万人次，旅游收入17.6亿元，带动3000
余名群众增收。

据阿坝州相关负责人介绍，绿色是阿坝
发展的本色，旅游是阿坝经济发展的命脉，
也是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阿坝各地
结合自然资源和文化特色，实行文旅融合发
展，创建了一批以世界遗产、生态观光、红色
文化、民宿体验等为主题的A级旅游景区
和生态旅游示范区，在这里，不仅有闻名于
世的九寨沟等5A级景区，而且实现了A级
旅游景区全域覆盖。

目前，阿坝州共有A级景区45家（5A
级景区3家、4A级景区22家、3A级景区18
家、2A景区2家），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1
个，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3个，5A级景区数
量居全省第一，4A级景区数量居全省第
二。“十三五”时期，全州接待游客1.22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948.39亿元。

发展合作社 共同奔小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全面小康、

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对于我们少数
民族干部来说，则要做到一个人也不能少，
一个家庭也不能掉。”马尔康市松岗镇党委
书记罗尔伍说。

松岗镇是一个海拔2700多米的高山乡
镇，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山蔬菜、优质
水果、特色养殖等，摆脱了贫困，去年人均现
金收入达到15300多元。但他们也发现大
多数人脱贫了，少数人“掉队”了。“这少数人
之所以掉队，有的是缺劳力，有的是缺技术，
有的是因病。但无论什么原因，我们都要让
大家一起奔小康。”

为此，镇里发展合作经济，相关贫困户
通过“公司+基地+贫困户”的办法全部纳入
合作社，他们的土地流转给公司，并在基地
就近打工，年底还有分红。多因致贫的村民
泽尔登将17亩土地流转给合作社，自己在
基地打工，去年土地流转和打工两笔收入达
1.6万多元，加上其他收入，终于与乡亲们一
道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阿坝县查理乡乡长嘉木央耿珠与罗尔
伍有同样的想法：“部分老百姓之所以一时
难以脱贫，要么是自己想不到办法，要么是
自身没有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党员干部设身
处地地为他们着想，为他们找到一条出路。”
他举例说，查理乡神座村利用当地优美的山
水、富有特色的藏餐等资源吸引游客，发展
旅游产业，全村63户村民就有37户办起民
宿，去年全村接待游客4万多人次，旅游收
入达400多万元。神座村很快脱贫致富了，
但前几年仍有8户贫困户。乡里一户一户
研究，一人一人分析，因人而异、因户施策，
帮助他们或者学习厨艺，或者学习酒店服
务，或者通过集本经济分红倾斜，经过几年
努力，这几户同样“摘了帽”。

截至目前，阿坝全州13个贫困县（市）
全部摘帽，60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累计完
成10.34万名贫困人口
脱贫，贫困发生率
已由 2013 年的
14.5% 降 至
0.03%，为今
年与全国人
民 同 步 奔
小 康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

小桥流水潺潺小桥流水潺潺，，鲜花吐芳争艳鲜花吐芳争艳，，
藏式小楼成排连片藏式小楼成排连片，，游客居民你来游客居民你来
我往我往，，怡然自得怡然自得。。走进阿坝藏族羌走进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理县古尔沟镇丘地村族自治州理县古尔沟镇丘地村，，仿仿
佛走进一座藏族文化博物馆佛走进一座藏族文化博物馆，，又仿又仿
佛进入一个热门景区佛进入一个热门景区。。

这里既是一个藏族村落，也是
一个旅游景点，还是一个大型藏族
文化传习基地。

在街头一片阴凉处，藏族老大
妈泽郎斯满正与几位姐妹一边聊
天，一边用传统的织机把五色彩线
编织成藏族传统手工艺品“花带”。
泽郎斯满大妈告诉记者，随着旅游
发展，花带、头帕这些过去只在藏族
流行的服饰，慢慢变成了旅游纪念
品，深受欢迎。她利用做家务的空
闲时间编织花带，一个月可以织三
四条，每条可以卖到1000多元。目
前全村有5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户
户都参与编织花带等工艺品。

在街道两边，客栈、民宿、旅游特
产店一家接着一家。“新明藏餐”的经
营者肖新明介绍，便利的交通、海拔
2000多米的凉爽气候、山清水秀的
环境，以及富有特色的藏餐等少数民
族文化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

“我们家客栈是村里规模比较小的，只有8间客房，每年
纯收入也就四五万元。”肖新明说，这并不是他们家所有的收
入，还有养殖加上村里集体产业的分红。

说起丘地村的变化，曾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三郎乓十分感
慨，“丘地村过去以种植青稞、玉米等传统农作物为主，可以说
是‘一穷二白’，能有今天，得益于党的好政策”。三郎乓说，前
些年，当地修建电站全村移民搬迁，村里没有把移民补偿款分
光吃光，而是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发展集体经济，重点念好兴
办集体牧场、投资水电开发、发展乡村旅游“三本经”，到2019
年，丘地村成功创建3A级景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4780元。

与其他村分散放牧不同，丘地村兴办集体牧场，实现牦牛
集中养殖和统一经营，让群众从集体牧场获得“分红”的同时，
可以腾出更多精力拓宽增收渠道。集体牧场牦牛由最初的存
栏700余头发展到2019年底存栏1600余头，去年出栏350
余头，经济收益达200多万元。

之后，又利用集体牧场的积累和征地补偿，采取由村集体
和村民个人融资入股的方式，与相关投资方合作修建了一座小
型水电站，使丘地村村集体年均收入超过120万元，村民每年
人均分红达4600元以上，水电站“分红”成为群众稳定的收入
来源。

近些年，村里借助乡村振兴的机会，建立了“丘地村藏
家乐乡村旅游合作社”，经过几年的探索，丘地村发展成为
小有名气的温泉康养度假区、藏寨民俗风情体验区和户外
登山探险宿营地，逐步形成了品藏餐、住藏房、购特产、田
园采集、赏民俗歌舞等丰富的旅游产品。如今，村民人均
年旅游收入可达 3000 元以上，致富奔小康的路子更加
宽广。

致贫的因素有多少，解决的办法
就有多少。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采 访 时 ，经 济 日 报 记 者 随 时 可 以 感
受 到 在 脱 贫 攻 坚 的 最 后 阶 段 ，创 新
驱动至关重要。阿坝脱贫攻坚能取
得 今 天 的 可 喜 成 绩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和干部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
性，充分调动内生动力，发挥了重要
作用。

阿坝之所以是国家“三区三州”深
度贫困地区，与阿坝地处高原、山高谷
深的自然条件有直接关系。如何在与
自然和谐相处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过上
更好的日子，老百姓在期盼，当地党委
政府也在探索。

如今，阿坝已走出了特色产业、全域
旅游、生态保护、灾后重建、非遗传承、地
方病防治与脱贫攻坚“相融并推”的阿坝
模式，让阿坝脱贫攻坚更有“质感”。

如果辩证地看问题，那么“短板”也
可能是长处。比如，海拔高、坡度大，对
于种植粮食作物来说产量不高，难以脱
贫致富，算是不利条件，但对于部分适合
高山半高山生长的水果来说，不利条件
却变为有利条件。理县佳山村种植甜樱
桃、青（红）脆李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样
的道理，海拔高、土地较多，种植高山反
季节蔬菜比种植传统农作物效益高出几
倍，农民很快就脱贫致富。马尔康市丹
波村靠种蔬菜发展成为富裕村的实践就
是最好的实证。

思路决定出路。阿坝州是长江、黄
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加之高山草原
生态脆弱，载畜量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
无限制增加养殖规模促进收入增长，有
些地方甚至还需要通过退耕还林、退牧
还草以保持生态平衡。

出路何在？阿坝在麦昆、哇尔玛

等乡镇的做法是，充分利用现有丰富
的牛粪资源，发展高原低温食用菌。
通过几年的探索实践，这几个乡镇的
羊肚菌等产品已成为当地除牦牛之外
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今年的产值可
达 2500 万元，许多牧民开始从条件艰
苦的高山牧场走下山来，靠种植食用
菌脱贫致富。

不求每一“招”都普遍推广，但求每
一“招”都精准发力，哪怕某一招只适合
一人一户、一村一组。九寨沟县甲勿村
守着漂亮的甲勿海穷困多年，在当地党
委政府和对口帮扶单位浙江嘉善县的帮
扶下，通过开发甲勿海景区吸引了大量
游客，村民因此脱贫；在茂县，因病致贫
的胡春莲在非遗传承人李兴秀的帮扶
下，通过学习刺绣也摆脱了贫困。类似
的招数在阿坝数不胜数，总有一招能克

“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