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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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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出发寻找脱贫支点
□ 朝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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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高岭之花高岭之花””换了容颜换了容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敖 蓉

图① 稻城县的万亩青杨林，守护着一方水土。
图② 每天晚上，理塘县勒通古镇都有面向游客的演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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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出发寻找扶贫攻坚的支点，
以发展的眼光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愿
景，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在脱贫过
程中探索出来的方法。甘孜州曾是全国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今年2月
份，甘孜州实现全域脱贫，全州18个贫困
县（市）全部摘帽，1360个贫困村退出，近
22.3万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这是当地广
大干部群众共同奋斗的最好答卷。

甘孜州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专区
级少数民族自治州，位于青藏高原东南
缘，平均海拔3500米。这里山高谷深、资
源分散、发展基础薄弱，改变贫困的面貌
就需要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扶贫策略，
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
贫又扶志扶智，协调解决好各种矛盾，让
人民更有获得感。

如今，甘孜州在产业转型升级、全域旅
游创新、生态环境治理、地方文化建设等经

济社会方方面面与脱贫攻坚融合发展，甘
孜群众走上了各项事业齐发展的小康路。

因地制宜是脱贫攻坚从实际出发的
最好注解。有“中国松茸之乡”美誉的雅
江县，年产松茸800吨左右，占全国产量的
15%。依托松茸资源的优势，当地建立起
中国雅江松茸产业园，依托龙头带动、技
术拉动、品牌推动，增加松茸产业的科技
投入，并推广滑子菇、猴头菇、香菇等其他
人工食用菌种植技术，形成了产业化发
展，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条贫困地区特色产
业扶贫之路。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优
势产业成为甘孜各县乡共同的选择，既壮
大了产业规模，又造福了一方百姓。

脱贫攻坚离不开思路创新。甘孜县
格萨尔王城近几年已经成为川西地区名
气不小的旅游胜地。不过，在格萨尔王城
建立之前，这里还是雪山圣湖旁边的一处
绿草地。通过整合境内分散的120余处
格萨尔文化遗迹遗址，2017年6月，甘孜

县投资6.3亿元，打造贫困村“飞地”集体
经济实体——格萨尔王城，并于去年9月
投入运营。作为全县的核心产业支撑，一
个村承包一个旅游项目，彻底解决了贫困
村产业发展困境，为贫困群众提供了工作
机会和日渐丰厚的旅游收入。

脱贫攻坚不光是产业兴旺，更需要
从多个方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甘孜州
的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始终是各项事业发
展的前提要求，保护一方山水，是历史责
任，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道孚
县道坞湿地就是从生态惠民、生态利民
的目标出发，于 2018 年 9 月开始建设
的。依托天然湿地环境，道孚县把保护
生态环境深深铭刻在这片土地上，拿出
县城“黄金地块”建设湿地公园，让“绿色
资产”变为百姓的“生态福利”。

如今，甘孜大地上发生的每一点变
化，都与新生活、新奋斗紧密相连，甘孜
儿女在共奔小康的幸福路上快马加鞭。

在四川甘孜州采访时，让经济
日报记者印象深刻的是这么一群
人，每当提问时，他们总会热情解
答。他们就是从四川各地来到甘
孜州，在高原默默奉献青春年华的
援建扶贫干部。

“我们村87户287人，去年年
收入达到 10 多万元的有二三十
户。”泸定县扶贫开发局驻村第一书
记王昇对泸定县烹坝镇固包村这个
高半山村庄里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
掌。刚接到任命时，王昇本以为2
年就能完成驻村任务，没想到一干
就是5年。本着因地制宜、精准扶
贫的思路，他带领老乡们在大山里
建成了1000亩蔬菜示范基地、750
亩苹果园示范基地和16亩中药材
示范基地。

老乡们的生活富起来了，王
昇的脸也晒得黝黑，为了工作，他
总是很久才能回家过一次周末。

“别看我们村人不多，要做的事情
可太多了，希望我离开固包村的
时候，能培养起一支懂经营、能干事的村干部队伍，把建设
美好乡村的思路延续下来。”王昇说。

为甘孜办实事，是每一个援建干部走进高原的初心。为
了对口帮扶康定市，都江堰市分别在3个受援村建成了“旅
游+金融+民居”“农户+基地+公司+合作社”“旅游+牧业+景
区”3种各有特色的帮扶模式。

折多山下，青山绿水环抱的水桥村是摄影爱好者的聚集
地。然而，5年前，这里还是瓦泽乡6个贫困村之一，全村90
户388人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0户66人。拥有旅游开发
经验的都江堰援藏队发现水桥村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环境资
源，一方面发动村民美化、亮化村庄，另一方面为村里建成水
桥游客中心聚集旅游人气，并巧用金融扶贫，帮助当地群众改
造升级民宿，2019年水桥村有65户经营旅游民宿，整村旅游
收入达到了190万元。

“脱贫致富，最终要依靠发展产业来解决。”都江堰对口帮
扶康定工作队领队、康定市副市长杨德伟说，现在，20户贫困
户全部脱贫，实现了贫困村退出，水桥村还成为“川藏线千里
文明走廊”幸福美丽生态文明示范村。

扶贫要扶智，教育扶贫也是扶贫工作的重点。2018年9
月，黄波涛成为成都市郫都区第五批援藏队教育工作组的成
员，来到道孚县开始为期两年的支教生涯。黄波涛在道孚中
学承担了初一年级7个班的体育教学工作，并负责训练校男
子足球队。“起初，这里的学生对于足球技术的掌握基本为零，
我心里也没底。但看到在我的努力下，学生们一点一点在进
步，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黄波涛说。

目前，与黄波涛一同从郫都来道孚支教的老师有20名，
他们不仅任教学校里所有紧缺学科，有的甚至担任了3个学
科或者4个年级的教学任务，课时量最多的达每周30节，而
且向全县年轻教师“传、帮、带”，逐步培养出本地师资。在
课下，支教老师们经常走访学生家庭，“一对一”解决学生学
业困难。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一朵盛开在
横断山脉之上的“高岭之花”。有人说甘孜
是白色的，一座座雄浑的雪山使其显得无比
圣洁；有人说甘孜是红色的，泸定桥上的勇
士们播撒下红色的基因；有人说甘孜是蓝色
的，以全新理念培育的各项产业宛如一片片

“蓝海”；有人说甘孜是粉色的，那首从甘孜
传遍全国的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传递出
浓浓的爱国情怀……

每个人到甘孜，都能领略不同颜色。更
令人欣喜的是，甘孜近年来的脱贫工作，也
像一朵生机盎然的多彩之花，在横断山脉尽
情绽放。

收入结构变化大

在甘孜州，一个普通农牧区家庭的收入
来源有哪些？5月份、6月份的虫草，以及7
月份、8月份的松茸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农
闲时，家中的成年男子大多外出打工，农忙
时回来种植青稞等作物。与平原地区农村
不同的是，这里家家户户种的青稞并不用来
出售，而是作为口粮储存在庭院里的牦牛皮
口袋中。除了采集虫草、松茸，外出打工、从
事农牧业以及土地流转、村集体分红等几方
面的收入，当地群众这几年的收入结构也发
生了不小变化。

在道孚县新建成的康巴植物园里，32
岁的卓玛青措正在修整高原地区难得一见
的绣球花。卓玛青措的丈夫平时都是外出
打工，最近回来采虫草。她早上把家里4个
孩子安顿好后，就到离家几分钟路程的植物
园打工，一年能挣3000多元。她这份收入
是这两年才有的，现在很多当地妇女都找到
了在家附近打工的机会。“我要多学一些种
花的技艺，将来在家里也可以靠养花多挣一
份钱。希望有越来越多客人过来，我们村也
开始搞民宿旅游了。”

高原民宿旅游最近几年成了甘孜农牧
民家庭收入的新来源。甘孜州不同县乡的
房子都有各自特点，丹巴的白房子、炉霍的
红房子、稻城的黑房子……当地的特色藏族
建筑也成了他们从事民宿旅游的支点。很
多建档立卡贫困户正是用当地脱贫帮扶的
贷款修整房子，接待游客，从而摆脱了贫困。

40岁的丁真汪秋是折多山下雅江县瓦
泽乡水桥村村民，2014年，他家的住房因地
震变成了危房，再加上身患疾病，一家人生
活非常艰难。从都江堰来的扶贫驻村干部
了解情况后，建议他发展民宿旅游，并帮助
他向政府申请了6万元扶贫贷款，加上他外
出务工的1万多元积蓄，丁真汪秋把房子重
新建了起来，还建了4个带卫生间的客房，
作为瓦泽乡特色藏居民宿正式营业。同时，
家中的孩子享受到包括“三免一补”在内的
教育资金支持，自己的病也靠健康扶贫贷款
治好了。看着4岁的小儿子在装饰精美的
藏床上玩耍，他满意地说：“感谢党和政府在
我最困难的时候提供帮助，我现在一年收入
好几万元，再也不用四处打工了，孩子们也
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在甘孜，家庭收入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发

展面貌的改观。2019年，甘孜州人均GDP
达到32440元，比2018年增加1673元，同
比增长5.9%。

智慧农业成效好

海拔4000米能种什么农作物？青稞历
来是高海拔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但长期以
来，由于附加值不高，直接影响了甘孜州产
业富民政策的推进。

甘孜州每家每户院里都堆了几万斤到
几十万斤青稞。不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原因，
除了当地群众有储备粮食的传统，更深层的
原因在于青稞卖不出好价钱。

甘孜州政协副主席、甘孜县委书记雷建
平说：“改变青稞种植的窘境，最实际的办法
是推广青稞良种种植，延长产业链，增加青稞
附加值，让当地农产品走出甘孜，走出四川。”

通过一次又一次外出考察，上海贝玛食
品有限公司被甘孜县干部的诚意打动，
2018年，该公司投资的格萨尔青稞文化产
业园开工，生产青稞饼干、青稞粒以及糌粑
等产品。

如今，在配备专业卫生设施的加工车间
里，经济日报记者看到，一粒粒从农民手中
收来的康青9号青稞，在经过筛选、碾磨等5
道工序处理后，变成美味饼干，装进精美的
饼干盒里。“我们从去年试运营开始，已经生
产了饼干6000盒、青稞粉2万多斤。”上海
贝玛食品有限公司在甘孜县的负责人吴建
华说，这些产品最后都会统一装车，送往上
海销售。

高原地区只适合种青稞吗？在农业科
技创新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片土地显然具备
更多可能性。甘孜人既有勤劳的品质，在不
断向外看、“走出去”的过程中，更激发了创
新发展的愿望和意识。

在海拔3942米的理塘县南部8万亩的
濯桑产业园内，几台颜色鲜亮的大型农机正
在田野里作业。记者走到农田附近，发现棕
褐色的田陇上，一株株幼嫩的小苗刚刚从土
地里冒出来，而且每一株小苗之间的距离均
等。打听后才知道，原来播种的时候，播种
机方向盘上装备了北斗系统，种子就这样被
等距离种到了地里。

这些幼苗都是萝卜，5月份播种、6月份
出苗的时间表看起来有点晚，但是高原农业
不怕晚，特殊地理条件下依靠农业科技种植
出来的优良农产品受到内地生鲜企业采购商
的关注和青睐。圣地农庄负责人杨帆说：“通
过订单农业，根据市场需求梯度种植，理塘县
种出来的农产品不打农药，没有病虫害，光照
强、甜度水分标准高，深受采购商欢迎。”

在理塘县，濯桑产业园里一年四季都能
吃到黄瓜、西红柿、草莓；在玛吉阿米花园农
庄的大棚里，农人还在试种旱稻……谁说高
原不能种水果，有了科技投入，高海拔地区为
农业生产带来更多惊喜。在圣地农庄的监控
室里，能看到农作物的成熟进度条，进度条全
绿了就代表可以收获了。玛吉阿米花园农庄
负责人丁方丽说：“一年365天都可以吃到刚
摘下来的小番茄，这就是农业科技的成果，我

们非常看好高原智慧农业的发展前景。”
“我们今后要立足高原实际，以‘产业扶

贫’为导向，推进‘极地果蔬’品牌，面向港澳
台和沿海市场，建立起具有高原特色的现代
农业。”理塘县现代农业三产融合统筹管理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杨志华说。

绿水青山是“金山”

1935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途经甘孜州。15个县的山山水水，留下
了英雄们的足迹。这段红色历史与传承，让
今天的甘孜人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好生活，
更加努力地建设家乡。

甘孜山险、水急、路陡、生态环境脆弱，
建设家乡谈何容易。令人欣慰的是，在长期
奋斗中，甘孜人逐渐走上了一条绿色发展之
路。产业发展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工则
工，农牧民脱贫致富离不开立足实际、开阔
视野、多种经营，绿色发展成为甘孜各项事
业发展的主旋律。

稻城当地流传着一句话：“稻城的门口
站不住。”风沙太大，一直影响着当地老百姓
的正常生活。2011年，为了躲避风沙，群众
出门必备一顶毡帽和一个口罩。如今，大风
仍在刮，毡帽却没见几个人戴了。商贩扎西
彭措告诉记者，转机出在不远处山坡上的万
亩青杨林上。

在高海拔地区植树造林治风沙，难度非
常大。在当地人印象中，家里娃娃都长大
了，树苗还是那么矮。为了让树木活下来，
种树人采用撒完泥土再播种的方法，精心呵
护坡上的那抹绿色。经过多年努力，稻城的
风沙小了，生态环境好转了，实现了“山顶戴
帽子、山腰挣票子、山下饱肚子”的立体生态
发展格局。通过创新生态惠民新模式，亚丁
村等一批曾经在全县最落后的村子变为全
县最富有的村子，绿水青山让村民们的“钱
袋子”鼓起来了。

认准了绿色发展理念，旅游业也顺势成
为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依托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甘孜州的海螺沟和稻
城亚丁这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近年来在
配套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走在了全
国前列，成为川西地区最值得一去的高端旅
游目的地。各个县乡也都围绕各自特色，塑
造了一张张旅游名片，当地群众也吃上了

“旅游饭”。
在丹巴县中路藏寨，记者为了避雨顺着

乡间小道一路来到了“90后”姑娘德吉的家
里。德吉2018年得知家乡开始建设乡村振
兴示范区后，辞掉成都的工作回家乡建起了
自己的民宿酒店“德吉康瓦”。“我修建这个
民宿酒店时，采用了很多嘉绒藏族文化元
素，希望游客们在这里体验到不一样的风土
人情。”德吉嘱咐记者，一定要把“德吉康瓦”
拍好看，“我们现在可是网红民宿呢”。

产业优、环境美，在脱贫攻坚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甘孜这个曾经深度
贫困的地区，正在先进
发展理念的引
领 下 ，向 着
美 好 新 生
活迈进。

甘孜州曾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
一。在脱贫攻坚战略的引领下，甘孜积极发展旅游业、智慧农业，努力修复生态环境，逐
渐走上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如今，产业优、环境美，甘孜州实现了全域脱贫，向着美好
新生活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