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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大家谈

脱贫攻坚·他山石

脱贫攻坚始终贵在精准，重在精准。脱贫
攻坚绝不能搞“大写意”，而是要描“工笔画”，
像老画家戴着眼镜一笔一画地画，下苦功夫做
精细活。

什么是“工笔画”？工笔画亦称“细笔画”，
属中国画技法类别的一种，与“写意画”对称。
古代绘画崇尚写实、求形似，以工整者多，即以
精谨细腻的笔法描绘景物。至唐王维创水墨
画法，尚意轻形，故而有工笔与写意之分。

“工笔画”的境界在于一笔一画总关情，每
一笔都不能少、力不能减，才能最终画好脱贫
攻坚这一幅动人画卷。脱贫攻坚亦当如此。
务必要抓实、做深，聚焦再聚焦、精准再精准，
描好精准脱贫“工笔画”，全力以赴如期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

越是最要紧、最吃劲的时候，我们越要坚
定信心不动摇、不懈怠，锲而不舍打硬仗、打胜
仗。当前，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脱贫攻坚
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
中之困，是难啃的“硬骨头”。“两不愁三保障”
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是共
产党人面向世界的铮铮誓言和郑重承诺——
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 不愁吃不愁
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紧
盯“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突出深度贫困地
区和特殊贫困群体这个重点，此乃描好“工笔
画”之题中要义。

“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
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今
年 4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第6次召开跨省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再
次为我们决战脱贫攻坚明确了目标。5月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坚持目标不变、靶心不
散、频道不换，尽锐出战、务求精准，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州委、
州政府近日相继召开了常委会议和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专题学习
贯彻部署脱贫攻坚重点工作，坚持“靶向”攻坚、尽锐出战，切实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集中精力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奋力夺取决
战之年根本性胜利。

黔东南与全国、全省形势一样，经过多年努力，“两不愁”已基本解
决，“三保障”却还有薄弱环节。当下，便是紧盯“两不愁三保障”，向脱
贫攻坚决战之年的根本性胜利发起冲刺之时，必须发扬“钉钉子”精
神，描好精准脱贫“工笔画”。

脱贫攻坚战场，来不得半点松劲和懈怠。于我州而言，脱贫攻坚
已经到了决战决胜、滚石上坡、最为吃劲之时。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州委各项决策部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保持一
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的精神状态，紧盯目标标准，加快补齐“两
不愁三保障”短板弱项，坚持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力以赴解决好义
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问题，统筹抓好深度贫困县、
极贫乡镇和拟脱贫摘帽县、已脱贫摘帽县脱贫攻坚，决不让任何一个
地区在脱贫路上掉队，全力以赴把我州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抓得更紧更
实，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确保脱贫成果
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
来、干出来的。如今，距离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只剩一年半多时
间，我州依然有9个贫困县没有摘帽，时间之紧、任务之重、难度之大，
仍需铆足干劲，奋勇前进，聚精会神描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让贫困
群众实实在在受益，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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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延安山青天蓝，游人如织。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延安
共接待游客255万多人次，同比增长29.6%。近年来，在红色旅游快速
发展的带动下，延安依靠独特的历史人文和自然资源魅力，创建全域
旅游城市，旅游产业成为延安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劲推动力。

黄河沿岸的千山万壑造就了延安市延川县雄奇的自然景观，位于
县城以南 48 公里的乾坤湾镇，拥有红军东征革命纪念馆、黄河乾坤
湾、伏羲码头等旅游资源。

62岁的冯永泽经历过两次手术，身体一直不太好，曾长期靠低保
和种枣树维持生活，4个子女都在外地打工，没法儿照顾老两口。

2015年，认定为贫困户的冯永泽被招聘到乾坤湾镇黄河蛇曲国家
地质公园做保洁员，每个月有1260元工资。老伴则用政府补助的5万
元，在村里开起了农家乐，老两口每年的收入将近3万元。家里脱了
贫，冯永泽越来越开朗。

宝塔区冯庄乡康坪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个农村团支
部的诞生地。从2016年开始，康坪村办起了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同时
农耕体验、采摘观光、窑洞民宿等多种旅游项目齐头并进。村里2015
年建档立卡的30多户贫困户，去年已全部脱贫。

2018年，康坪村引进专业的旅游公司，将村民闲置的窑洞打造成
民宿，每孔窑洞每个月由企业支付200元，闲置窑洞变成了“乡村致富
宝”。去年村里的民宿共接待游客3.2万人次。

为了接待游客，村里把几孔窑洞改为能同时容纳100多人就餐的特
色餐厅。去年，34岁的黄燕娃被招聘在餐厅厨房工作，每月工资2600元。

黄燕娃说，村里发展民宿，把自己家的4孔窑洞出租了，随后又在
餐厅找到工作。“去年还啥也不会做呢，现在有了做小吃的手艺，今后
也不担心生活出路了。”

洛川县是我国苹果主产区之一，还是著名的洛川会议旧址所在
地。临近洛川会议纪念馆的阿寺村，在苹果种植业之外，依托红色旅
游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休闲观光旅游，让群众脱贫致富又多一个途径。

作为陕北苹果的发源地，永乡镇阿寺村如今除了有好吃的苹果，
还变得更加好看好玩，村里墙上的农民画、街口的铜像都是以苹果为
主题，每条小巷也都以不同的苹果品种命名，颇具特色。

村里的主干道两边有店铺营业，接待各地游客。村民李磊磊的小
超市就开在这条街上。26岁的他几年前不幸因车祸致残而失去了劳
动能力。结婚不久、家里没什么积蓄的李磊磊，为了治疗费用，东拼西
凑借了二十几万元，生活陷入困境。

2017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李磊磊用政府发放的产业补助
6000元，在村里开了个小超市。他通过在网上进货，小超市有了100
多种日用品，也在一年的时间里为家里带来 1 万多元的纯收入。现
在，李磊磊靠自食其力走出了阴影。

“去年一年村里的旅游人次保守估计有10万，我们目前还在争创
4A级景区，希望能吸引更多游客。”阿寺村驻村干部田林说。

据延安市旅游局统计，2018年全市接待游客6343.98万人次，旅游
综合收入410.7亿元。

（据新华社西安5月14日电）

延安脱贫的“旅游引擎”
□新华社记者 王颖 郭强

农耕好时节，走进天柱县江东镇旧团村，只见六七
十名村民身披雨衣、头戴斗笠，分成几群在山坡上翻
地、栽辣椒、栽烟苗……

人群中，一位穿着红体恤的人格外有干劲。他，就
是致富带头人、旧团村村主任杨光敏。

采访得知，旧团村地处湘黔两省边界，距离江东镇
政府所在地11公里，全村396户1627人当中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 168 户 608 人，山地 1 万余亩，而耕地仅有
1000亩左右。长期以来，产业发展受限，村民辛苦耕作
一年，到头来也只能是勉强填饱肚子。

2017 年初，放弃高薪回家的杨光敏当选为村主
任。杨光敏说，“在外打工，无论工资再高，最终还是要
回到老家。所以，我就想现在国家扶贫政策这样好，趁
着年轻回家干番事业。”

誓让青山变金山。走马上任后，杨光敏琢磨着将
发展方向转向山上，发展山地特色农业。就这样，杨光
敏带着村民们起早贪黑上山开垦荒山荒地，种植油茶
树。那段时间，他瘦了七八斤。

整天忙着村里的事情，家里的事却从不沾边，这可
让妻子着实有些受不了。便一气之下，妻子和儿子一
起去了沿海打工。临行前丢下一句话：“你就好好地当
你的村主任吧！”

“气话终归是气话。过了几天，我儿子儿媳都劝我
回家来，继续支持他把工作搞好，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杨光敏的妻子杨桂苏说。

和杨光敏一样，杨坤山也是土生土长的旧团人，前
些年在深圳开过厂，在新疆淘过金，后来又到凯里经营

过酒店。看到村里发展前景广阔，他便回到家乡创业。
杨坤山牵头成立了江东镇旧团村富坤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一口气租下500亩荒山栽下油茶苗。昔日的
老板，如今又当回了农民，干起了农业。

如今，杨坤山实施了800亩油茶种植项目，其中已
种植完成并通过验收的有500余亩，项目利益联结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92户，每户每年分红500元。

今年初，天柱县将辣椒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支撑
产业来抓，县、镇、村三级广泛动员群众发展辣椒产业，
村支“两委”打算通过合作社带动村民种植200亩，但
苦于耕地限制。

为支持乡亲们发展产业，杨坤山把400亩还是小
苗的油茶林地免费提供给村级合作社和村民群众，用
于林间套种辣椒和烤烟。

“我把油茶基地提供给他们耕种，他们不仅可以利
用空地发展经济，同时也免费为我抚育了油茶苗。可以
达到双赢的目标，何乐而不为呢？”杨坤山笑着说。

就这样，旧团村种植了200多亩辣椒，其中村级合
作社带头种了100多亩，一个种植大户种了80多亩，还
有七八户村民你两亩他3亩的又种了20亩左右。

在辣椒基地对面的山坡上，远远地就听见机器轰鸣
的声音。原来那是村民在翻地起垄用来种植烤烟。

操作机器的小伙名叫舒汉杰，是村里的贫困户。
由于幼年丧父，母亲独自抚养兄弟3人，家庭一直非常
困难，14岁便外出打工。

“年轻时，我们在哪里打工都可以。但是，等我们
老了，还能去哪里打工呢？所以，我就在想还是回家做

点什么吧！”舒汉杰说，看到村里的产业有了样子，去
年，他便留在家里种了40亩凤柚，同时买来3000多只
鸡苗，发展林下养鸡。此外，舒汉杰还养了8头能繁母
猪和40头商品猪。除去成本，这一年，他纯收入4万多
元。也正是这一年，他脱了贫。

舒汉杰的烤烟地是前不久从杨坤山那里免流转过
来的100油茶林地。清理树根和枝丫、翻地、起垄、栽
烟……有大量的农活要做。近两个月来，这块烟地里
每天都有10至20名群众在干活。

务工时间最长、收入最高的要数宋朝付了。从去
年农历五月开始，他和妻子、儿子一家3口一直这里挖
地、栽油茶苗、清理树根和枝丫、翻地、起垄、栽烟。再
过些天，他又过对面去栽辣椒。

“我现在年纪大了，又没技术，去外面打工嘛，又难
得找工作。好在村里合作社的产业搞起来了，我也有
地方可以打工了。”想到一家人的月收入在 6000 至
7000元，宋朝付乐得合不拢嘴。

在旧团村，像杨光敏、杨坤山、舒向杰一样，全村返
乡创业的有30多人。

近年来，旧团村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为抓手，通过
合作社流转3000亩荒山，带着乡亲们上山开荒，种植
油茶1500亩、辣椒200亩、烤烟100亩、凤柚40亩、阳光
玫瑰葡萄10余亩，养殖生猪500余头、土鸡5000羽、豪
猪300余头、竹鼠500余只。目前，余杭区帮扶资金投
资建设的林下土鸡养殖项目的圈舍正在施工中，预计
今年6月可以投入鸡苗开始养殖，村集体经济实力正
在不断发展壮大。

截至2018年底，旧团村已投入财政扶贫资金1323
万元实施扶贫项目7个，全村当年年底利益联结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248户，共发放利益分红资金22万多元。

“通过‘向荒山要效益’，我们的好几个产业都逐步
发展起来了，带动了70名村民相对稳定就业，他们的收
入得到了大幅提高。”村主任杨光敏信心满满地介绍，该
村还将继续极大投入，让山地生态农业火爆起来。

山顶上的希望
——天柱县旧团村“向荒山要效益”让生态经济火起来

□通讯员 金可文 周荣塘

近年来，榕江县将160个贫困村中已经带动贫困户发展或有意愿带动贫困户发展致
富能人，按照10天集中培训、6个月创业辅导的“10+6”模式，将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通过聘请专业教师和当地“土专家”授课、现场观摩、座谈交流等方式，让学员学到技术知
识。然后，聘请专业教师和当地技术人员跟踪指导，让培训学员成为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
的领头雁。

图为5月14日，榕江县扶贫办、榕江县长城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组织贫困村致富带头人
培育项目学员，到两汪乡两汪村村民闵继武的白茶园观摩、学习种植管理和采摘技术。

（通讯员 李长华 摄）

田间地头“培训课”

高寨村是锦屏县今年调减玉米种
植改种中药材县级示范村之一。该村
采取绿色＋优质品种＋有机肥＋生物
菌肥的技术模式和公司＋基地＋农户
的建设模式，该村示范种植丹参 100
亩，参与农户 105 户（其中贫困户 71
户）；带动周边乡镇玉米改种中药材
800亩，辐射农户423户1680人。预计
亩产值 9500 元，比种植玉米亩增收
8500元，助推脱贫致富提速增效。

图为 5 月 11 日，锦屏县钟灵乡高
寨村建档立卡贫困村民在丹参示范种
植产业田里修剪头茬花朵。

（通讯员 李斌 摄）

产业田里种“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