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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着 宽 阔 的 旅 游 大 道 ，69 岁 的 河

北阜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村民顾成

虎骑着电动车正在巡山。不远处绵延

起伏的大山，曾经是束缚全村发展的

“拦路虎”，而今则是顾成虎眼中的“金

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村里搞

旅游，大山也是资源。”顾成虎说当上生

态护林员后，巡山是自己每天的重要工

作。旅游大道另一侧是顾家台村的民

居，拾阶而上，没几步就到了顾成虎家。

几年来，顾家台村的乡亲们坚定信

念，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村子发

生了巨大变化。手工业、食用菌、林

果、乡村旅游……产业多了，村子活

了，顾成虎家原本狭小的土坯房也变成

了敞亮的新居。

良好的生态，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

游山玩水，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大伙脱

贫致富的“金山银山”。“村里发展的产

业多，岗位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也不

用跑到外面打工了。”顾成虎说：“我当

护林员一年能挣 3600 元，儿子在村里当

保洁员，一个月工资 1000 多元，再加上

土地流转收入和补贴，我们家一年收入

将近 3万元。”

在离顾家台村不远的骆驼湾村，唐

宗秀一家日子也越过越红火。“家里的

老房子翻盖成了新房，屋里还安装了地

暖，冬天再也不用火炉子了。”75 岁的

唐宗秀笑着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村

里发展旅游，我也闲不住，每个月给村

里打扫卫生、养点花草，能有 2000 多

元收入。”

2012 年末，骆驼湾村、顾家台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只有 950

元和 980 元。2017 年底，两村

实现整村脱贫出列。如今，

两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达到15660元、17390元。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

时强调，要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其中蕴含着深刻的

扶贫工作方法论。

坚定信心，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扶贫先扶志，

只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树立脱贫致富、加快发展的坚定信心，就一

定能改变贫困面貌。那么，信心从何而来？从日益

改善的生产生活条件中来。艰苦的自然条件是制

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最大瓶颈，补齐这块短板，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既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激活群众发展内生动力的重

要举措。信心也从合力攻坚的大扶贫格局中来，让

群众看得到帮扶，看得到希望，看得到党带领人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就会形成凝聚人心的磅

礴力量。

找对路子，是强调客观规律。扶贫必扶智，祖祖

辈辈生活的地方，能延续至今，必然有其生存之道。

扶智，就是要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帮贫困地区、

贫困群众找到适合自身发展、摆脱贫困的路径。精

准扶贫的思想，正是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分

门别类、精准到户，找准“穷根”、开对“方子”，精准选

择扶贫方式、扶贫产业，精准配置扶贫资源，以此来

实现从源头治贫。

近年来，我们在脱贫攻坚进程中探索出了一系

列因地制宜发展的模式和路径。有的地方不适合传

统的种植业，或许适合发展特色林果业、乡村旅游

业；有的地方不适宜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或许电

商扶贫是条路子；有的地方不适宜居住生活，做好

易地搬迁就找到另一番天地……贫困地区有其短

板，但也需挖掘比较优势，关键是找到盘活资源的

方法，使贫困地区发展扎实建立在自身有利条件和

优势的基础之上。

无论是阜平县，还是全国其他贫困地区的脱贫

实践，归根到底，是在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坚定

了脱贫信心，找对了脱贫路子，靠主观层面的努力

奋斗和客观层面的科学实践，形成了“上下同心、

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

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千秋

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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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有了“金山银山”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姚 琳

图① 阜平县史家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2020年10月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图② 工人在阜平县平阳村手工业扶贫车间工作（2020年4月10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图③ 在阜平龙泉关镇安置新区附近的山上，整理后的梯田里种上了高山苹果。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2012 年 12 月，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省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

群众，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动员令。

“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群策群力，尽快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

和嘱托，给阜平人民巨大的温暖和激励。8年

多来，在各方力量的帮扶下，阜平县干部群众

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了贫困面貌：2019年底全

县 164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2020年 2月阜

平退出贫困县序列；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从 2012 年 的 3262 元 ，提 高 到 2020 年 的

10830 元。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骆驼湾

村村口，脱贫之后的乡亲们立起几个大字：我

们过上了好日子！

凝聚扶贫合力

位于太行深山区的阜平县曾是典型的贫

困地区：人均耕地只有 0.96 亩。2014 年初建

档立卡时，全县 209个行政村中有 164个贫困

村，占 78.5%；贫困人口 10.81 万人，贫困发生

率54.37%。

阜平也是革命老区，是晋察冀根据地的

首府。

脱贫奋斗的号角吹响，各方力量向老区、

山区、贫困地区“三区合一”的阜平县汇集，各

级党组织成为这场攻坚战的主心骨。河北省

和保定市派出省市62个驻村工作队下沉到阜

平。在此基础上，阜平县精准选派147个县直

驻村工作队，实现 209 个行政村帮扶全覆盖，

省市县209名第一书记吃住在村，推动脱贫攻

坚；阜平县委牢记政治责任，突出党建引领，将

抓党建与促脱贫紧紧拧在一起，实行县委书

记、县长“双组长”负责制，将全县划分为 8 个

片区，坚持每周日召开常委扩大会研究脱贫工

作，每月举办一次乡镇党委书记“擂台赛”；在

县域内落实三级书记遍访贫困村和贫困户制

度，一线掌握情况、协调解决问题，推动责任、

政策、工作落地见效；坚持每月15日开展党员

活动日，全面实行党员积分量化管理，鼓励党

员在脱贫攻坚一线当先锋、做表率。

2020 年，刚刚退休的老党员刘荣祥回到

阜平县，担任顾家台骆驼湾旅游度假区项目

负责人。“我1987年刚参加工作时就在顾家台

村村口的一所中学，1988年在这里入党，我对

这片土地有感情。”刘荣祥回忆，他当时给学

生上课时经常讲：“一定要努力学习走出大

山，即使留下来，也要靠自己的双手来改变贫

困的生活。”

牢记嘱托，合力攻坚，一个个像刘荣祥一

样的党员，在阜平广大农村留下了为民服务

的奋斗身影。

兴起治贫产业

走进阜平县史家寨新区，这里居住着史

家寨乡 10 个行政村 59 个自然村的 1138 户、

4299 人。这样的集中安置区在阜平县有 39

个，共有 17714 户、53748 人受益。这 39 个集

中安置区中，有 1 个紧邻工业园区、5 个紧邻

旅游景区，还配套建设了 207 个产业园区，确

保有劳动能力的搬迁家庭至少有 1 人实现稳

定就业。

在史家寨新区周边，当地培育发展了食

用菌、肉鸡养殖、硒鸽养殖、高效林果等富民

产业，形成了一个绿色循环农业示范区。

“食用菌废弃菌棒和肉鸡养殖产生的鸡

粪，成为林果业的有机肥，林果业又能为食用

菌菌棒提供生产原料。”史家寨乡党委书记贾

琇清说，为实现易地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

住、能就业、能致富”目标，在史家寨新区周边

形成了“种养结合、绿色循环、现代集约”的产

业格局，能带动建档立卡户 1100 多人实现

就业。

阜平县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

展产业。经过深入调研论证，食用菌被确定

为阜平县主导扶贫产业。几年来，阜平县已

建成食用菌产业园区102个，建设高标准大棚

4610 栋，种植面积达 2.1 万亩，年增收 3 亿元，

覆盖 140 个行政村，带动建档立卡人口 8620

户、14570人，人均年增收1.7万元。

阜平县与中国农科院、河北农大等科研

机构和高等院所合作，成立太行山食用菌研

究院、河北农大阜平产业研究院，建设 6 家农

业创新驿站；县财政每年拿出 800 万元，聘请

食用菌、设施蔬菜、中药材、林果等领域 21 名

专家和 100 余名技术人才长年驻点服务。为

解决融资难题，阜平县政府成立注册资金为 3

亿元的惠农担保公司，与 7 家银行合作“风险

共担”；县财政注资 3000 万元设立保险基金，

与人保公司“联办共保”。

在科技、金融等要素支撑下，阜平县已培

育出现代食用菌、高效林果、中药材、规模养

殖、家庭手工业、生态旅游六大产业，基本形

成“长短结合、多点支撑、绿色循环”的扶贫产

业体系。2020 年，全县六大扶贫产业总收入

11.8 亿 元 ，形 成 了 稳 固 、持 续 的 扶 贫 产 业

链条。

立起脱贫志气

阜平变了！产业多了、新房多了、收入多

了。最重要的是，人的精气神更足了。

今年 75 岁的张朝杰于 1979 年至 1995 年

担任史家寨村党支部书记。“近几年，从生活

上到精神上都不一样了，住房条件跟城里一

样，大家都想着把日子越过越好。留在村里

的，也能就近找到活儿干。”张朝杰说。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在骆驼湾村

公路旁，红底金字的标语格外醒目。阜平县

手工业办主任高利鹏说：“发展家庭手工业，

投资小、见效快，特别是计件制的手工活，多

劳多得，最能激发贫困群众动力。”

2015 年，当时在著名的“箱包之都”保定

市白沟镇工作的高利鹏接到新任务，去阜平

县挂职。与高利鹏一起走进阜平的，还有家

庭手工业模式。“因照顾家庭无法外出的妇女

和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

业，这对他们来说，增加的不仅是收入，更是

脱贫的信心。”高利鹏说。

经过几年培育，阜平县 15 人以上的手工

业加工点由 2016年的 14家增加到现在的 223

家，发展插花、纸盒、手工编织等“小手工活”项

目进农户3245户，年增收1.1亿元，覆盖113个

行政村，带动建档立卡人口4869户、6755人。

以前家住阜平镇龙门村干河沟自然村的

韩有淑搬到龙门新区敞亮的三居室楼房后，

在离家几百米的扶贫车间里找到了工作。“以

前在家照顾孩子，没有收入。现在一个月平

均 3000 多元的工资，旺季的时候大家都会来

加班，做的活儿越多，收入也越高。”韩有

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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