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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脱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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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在定点
帮扶的凤凰县牵头组织了一场扶贫产
品展销会。 展销会旨在通过向消费者
推介当地扶贫产品， 带动扶贫产业的
发展。展销会上，各类扶贫产品出现明
显的分野：质优价实，形成品牌的产品
受到追捧， 如在当地具有良好口碑的
“禾库牛客” 牛肉产品3天销售额达10
多万元， 而有一些扶贫产品问津者寥
寥。

中石化集团公司挂职凤凰县的李
戆副县长颇有感触地提起，公司在帮助
定点对口地区上可谓不遗余力，煞费苦
心。一方面机关食堂消化凤凰县地产的
农副产品，另一方面利用其遍布全国的
易捷销售网络代销扶贫产品， 还免去
“入场费”，但对于一些在品质、包装、加
工和品牌上明显不达标的产品也无能
为力。 虽然中石化体量大，适当提供帮
助没有问题，但是，产业长远发展毕竟
要靠自己，“慈善式” 的帮扶难以持续、
长久。

消费扶贫是帮助贫困人口增收、
进而实现其脱贫的扶贫方式。 大力实
施消费扶贫， 有利于动员社会各界扩
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 调动贫
困人口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

积极性， 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
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由此看来，在对
口帮扶单位实施消费扶贫的阶段，必
须以市场为明确导向， 逐步培养扶贫
产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也就是说，通过
消费扶贫将贫困地区的产业 “扶上马
送一程”，在提升品质、深化加工、形成
特质、打造品牌上修炼内功，最终让它
们强壮筋骨，在广阔的市场上起步、发
展壮大。

在消费扶贫的实践中， 一些扶贫
产业和后盾单位已有自觉的实践。 例
如， 中国石化公司对于凤凰县的特色
农产品， 有意识地引导相关企业结合
其行业特点， 瞄准交通参与者的消费
偏好，生产加工出相应的特色产品，逐
步填补了原生态产品和正常市场需求
的落差。但是，仍然有不少地区的农户
和帮扶干部还是停留在“友情消费”和
“等靠要”的思维状态，对口帮扶单位
也没有长久帮扶产业适应市场发展的
自觉作为。

目前，脱贫攻坚正处于关键时期，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
无论从政策支持还是资源调动正处于
“峰值”， 消极懈怠只能带来更长久的
被动， 相关地区和单位要抓住历史契
机，奋发自强，实现扶贫产业发展的关
键一跃。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 对于许多外国人而
言，是神秘又陌生的存在。 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现
状，更加不甚了解。

5月21日至23日，“‘一带一路’主流媒体湖南
行”活动在长沙举行，来自18个国家的19位资深
记者编辑深入长沙县、宁乡市、浏阳市的农村实
地采访。

“湖南的农村很美丽，很宜居。 ”3天的走访
中，长沙县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金井茶园，宁乡
市炭河古城，浏阳市大瑶镇花炮厂等地，都给采
访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到
了“乡村振兴”为湖南农村注入的活力。

不少外媒记者表示，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巨大
变化，要把湖南农村的发展经验记录下来，传播
给所在国家的读者。

“湖南乡村振兴做得很成功”
“绿色”“美丽”“宜居”……一路上，外国记者

们对湖南农村赞不绝口。
走进长沙县开慧镇锡福村，绿树萦绕，花香

沁脾，一栋栋乡村小楼点缀其中。以前村里有100
多人在外打工，前几年村里采用“村委会+企业+
农户”的合作模式发展乡村民宿。到现在，全村已
有21栋民宿，并建成“魔方营地”儿童游乐、热气
球公园、“慧润乡村酒吧”等配套设施，还实现了
农村生活污水的生态处理。 乡村旅游日渐红火，
在外打工的人纷纷回到村里发展产业。

漫步在锡福村的柏油路上，坐在乡村酒吧里
喝上一杯酒，这样便利、悠闲的生活，与外国记者
们对中国农村的印象有很大的差别。

“我还以为中国的农村道路崎岖、交通不便，
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 ”蒙古通讯社总编辑路桑
多吉·巴特巴亚说，从几天的走访看，湖南的农村
风景很美，发展很快，农民的生产生活都已经非
常现代化。

草地青青，溪水叮咚。 宁乡市稻花香里农耕
文化园内， 传来一阵阵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嬉笑
声，跳房子、踢毽子、玩独轮车、滚铁环、穿越迷
宫，孩子们陶醉其中。 格鲁吉亚主流新闻社总编
辑纳塔莉亚·阿玛罗贝丽， 对眼前的一切倍感好
奇。

纳塔莉亚·阿玛罗贝丽坦言，“这次湖南乡村
之旅让我很震惊， 湖南乡村振兴做得很成功，让
农村越来越富有，这是中国的壮举。 ”她说，参观
的这些乡村，并没有出现空心化，相反，农村和城
市一样宜居，农民可以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享受现
代的生活品质。

宁乡市的优卓乳业，在乡村建起了现代化的
生态养殖场，吸纳劳动力就业，从而带动农民增
收和乡村经济发展。这是湖南通过产业带动乡村
振兴的缩影，得到外国记者们的肯定。

“湖南的农村生态环境很好，空气清新，令人
惊讶。 ”在俄罗斯塔斯社编辑左基娜·克里斯蒂娜
看来，尽管俄罗斯农村的生态环境也好，但是相
比之下，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更全。

“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迷人
和悠久”

站在高处， 长沙县金井镇万亩茶园绵延如
锦，满目翠绿。

“实在是太美了！ ”乌克兰通讯社记者维奥莱
塔·柴可夫斯拉一边赞叹金井镇万亩茶园， 一边
不断按下快门，定格眼前的美景。

“茶产业发展为居民带来的实际收入有多
少？ ”“茶叶的加工技艺、产品的检测流程是怎样
的？”“金井镇茶叶都出口到了哪些国家？”在万亩
茶园内，采访团乘坐观光车穿梭在游道上感受茶
香四溢，忍不住连连发问。

“我喝了一杯绿茶，感觉沁香可口，要是这种
茶叶能卖到我们国家会很有市场。 ”来自坦桑尼
亚旗舰报的编辑埃里克·安东尼·姆库提感慨，湖
南的乡村不仅富裕而且美丽，老百姓生活在这样
的地方一定幸福感十足。

走出茶园，品一杯香茗，阿塞拜疆新闻网记
者阿奇佐夫·达什秦·梅赫迪·奥古鲁果断买了两
包茶叶。“我特别喜欢喝茶，所以买了两包，准备
带回去慢慢品尝。 ”他说，回国后还要将所见所感
整理成报道，分享给他在阿塞拜疆的朋友。

在宁乡市炭河古城， 庄严肃穆的宫殿庙宇，

商品琳琅的市井老街，充满了华夏文明的悠远魅
力。 青铜文化博物馆和大型表演秀《炭河千古
情》，让采访团成员痴迷不已。

看完演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多媒体
主任穆罕默德·迈赫迪·贾利利·多尔说：“表演非
常精彩， 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迷人和悠久，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活力
和创造力的中国。 ”

同样被《炭河千古情》震撼的还有亚美尼亚
新闻网副总编辑娜仁·霍哈尼孜亚。她说，这次旅
途中的所见所闻都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这里的乡
村文化和乡村经济都发展得非常好，“我非常支
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这让我们成为了一个
大家庭，一起迈向更远的未来。 ”

浏阳市大瑶镇素有“花炮之源”的美誉，是花
炮祖师李畋的家乡。 如今，大瑶镇是世界上最大
的花炮原辅材料集散中心，为全球提供70%以上
的花炮原辅材料。北京奥运会鸟巢特效焰火和伦
敦奥运会开闭幕式焰火就来自大瑶镇。 千百年
来，传统花炮技艺在大瑶代代传承，棠花出口花
炮厂就是其中之一。 该公司吸纳了400余位劳动
力就业，年产值达数千万元。

参观花炮博物馆， 了解烟花的制作过程，试
玩电光花产品，外国记者与烟花产业来了一次亲
密接触。“大瑶镇的产业兴镇很有特色，为乡村发
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巴基斯坦黎明报
记者扎因·艾哈迈德·西迪基说。

“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这是
令人惊喜的成绩”

整洁的村道上，车流穿梭；四周奇峰连绵，生
态优美。 浏阳市张坊镇田溪村，曾经是省级贫困
村， 有贫困户212户723人。 从2015年开始， 村
里采取村民“众筹” 的方式， 走出了一条乡村
旅游带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的路子。 2018年，
全村人均收入超过1.2万元。 目前， 未脱贫的人
口仅剩下32人。

“消灭贫困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 从湖
南农村的情况来看， 中国似乎找到了消灭贫困
的有效办法，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听完田溪村
的有关介绍， 马来西亚星报编务顾问何华芳竖
起了大拇指。

何华芳在上学期间学过6年中文， 说着一口
比较流利的汉语。 持续多年关注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她， 对此行有深刻的感受： “这次来中
国了解到， 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这是令
人惊喜的成绩。”

何华芳认为， 中国的“乡村振兴” 战略很
有创意， 利用现代科技和当地特色发展农村经
济，“农民的收入上来了， 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
看农村就能看到中国的进步。”

无论是长沙县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 还是
浏阳市张坊镇田溪村， 在政府支持下， 集合村
民的力量， 通过企业化运作， 实现快速发展，

其发展模式让何华芳很感兴趣。 何华芳表示，
在马来西亚也有类似“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
的项目， 但大多是个人行为， 缺乏组织性和带
动能力，“希望回去之后，通过我的报道能给马来
西亚带来一些启示。”

屋场干干净净， 沥青路通到每家每户， 家
家都有小花园……在浏阳市官渡镇竹联村， 采
访团看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近几年， 该村许多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 发展
蔬菜、 花卉、 民宿等产业。 “这样的农村很有
活力。” 柬埔寨金边邮报社长、 CEO李泰生表
示， 在柬埔寨， 年轻人都想往大城市跑， 如何
让年轻人扎根农村， 湖南一些农村的做法很有
参考价值。

纳塔莉亚·阿玛罗贝丽表示， 在格鲁尼亚，
农村彼此独立， 并没有由政府统一管理， 虽然
也有合作社一起合作， 但力量有限。 反观中国，
农村成立的合作社很高效， 大家齐心协力， 这
是一种非常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

借鉴 “旅游+扶贫 ”模式 ，振兴
巴基斯坦农村经济

5月21日， 巴基斯坦观察报时政记者默罕默
德·祖拜尔·艾哈迈德穿了一件绿色的T恤， T恤
正面有一个中巴国旗手牵手的标志， 背面用英
文写着“中国—巴基斯坦， 友谊长存”。

从上车开始， 他嘴里就一直念叨“green”
（绿色）， 还向记者询问“green” 用中文怎么
说。

虽然来过中国很多次， 但这是默罕默德·
祖拜尔·艾哈迈德第一次来湖南，“我知道湖南是
毛主席的故乡， 湖南张家界还是电影 《阿凡达》
的拍摄地， 所以一直很想来湖南看看， 这次有
这个机会真的特别开心。”

在巴基斯坦， 城市和农村仍然存在巨大差
异。 而走访了湖南的农村后， 默罕默德·祖拜
尔·艾哈迈德发现， 这些地方一些基础设施及人
的精神面貌、 穿着打扮跟城市没有什么区别。

“老实说， 我很难区分湖南的城市和乡村， 城市
里有的基础设施， 农村里都有， 这真的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

在他看来， 中国政府非常关心农村和农民，
提出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帮助农村发展， 这种
模式值得巴基斯坦借鉴。 他尤其觉得， “旅游+
扶贫” 的模式特别好，巴基斯坦也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但是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希望以后巴基
斯坦也会出现类似长沙县锡福村、浏阳市田溪村
这样的地方，振兴巴基斯坦的农村经济。

如今，越来越多巴基斯坦的大学提供中文专
业课程，鼓励大家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成功的奥
秘。 默罕默德·祖拜尔·艾哈迈德有两个儿子，这
次湖南农村之行，让他更加坚定了以后让儿子学
习中文的想法，“因为我们的未来可以从中国去
寻找。 ”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江景 蔡政

得知今年猪崽价格提高， 贫困户
倪佰林没钱养猪， 石门县鼎泽辉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盛克礼近日
连忙从县城驱车2个多小时来到他家。
途经壶瓶山集镇时，他还顺带买了2捆
围网。

倪佰林是壶瓶山镇杨家坪村村
民，家住半山腰。 抵达山脚时，盛克礼
将车停靠路边，步行从吊桥上过河，再
爬山半个多小时，才到达倪佰林家。

“说了不用来，结果又跑了一趟，
累着了吧！ ” 当天中午1时多，67岁的
倪佰林从山上栽种红薯回来， 见到汗
流浃背的盛克礼，连忙迎过来。

盛克礼也是石门县建材家具商会
党支部书记,今年49岁，正值壮年，但
患有眼疾，上山背着几十斤重的围网，
累得气喘吁吁。

“养猪钱你不用担心，销路我也给
你解决。 再养几十只鸡， 围网也带来
了。”盛克礼擦着汗水，关切地嘱咐道。

倪佰林与老伴年迈多病， 居住的
山坡上没有水田，靠种植玉米、红薯解
决口粮，如想煮点米饭接待亲友，便背
玉米到山下去换，50公斤干玉米粒可
换25公斤米。

倪佰林夫妇以前日出而作、 日落
而息， 农闲时外出打工， 生活有点拮
据，但没有负债。 不幸的是，他43岁那
年，读初中的儿子遭遇车祸去世。夫妻
俩没有一蹶不振，3年后， 第二个儿子

出生。 小孩上小学、中学的开销，倪佰
林夫妇通过勤劳的双手承担了下来。
2017年，倪佰林65岁，小孩考上了大
学。儿子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让倪佰
林与老伴难以承担， 一家人生活陷入
困境。

这一年，扶贫楷模王新法累倒在扶
贫一线， 石门县掀起学习王新法的热
潮。 盛克礼认为，自己作为石门人，应该
接过“接力棒”，于是主动请缨加入脱贫
攻坚中，以实际行动向王新法学习。

盛克礼选择了比较偏远的杨家坪
村。 当时，该村已退出贫困村序列，但
像倪佰林这样返贫的家庭有多户。 进
村后，他发现留守老人较多，创收渠道
有限， 只适合发展种养业， 但山高路
远，村民没法自己解决产品销路问题，
所以种养积极性不高。于是，盛克礼动
员村民搞家庭生态圈养， 并与农户签
订购销合同。

2017年，在盛克礼包销下，倪佰林
靠养猪养鸡，增收8000多元，而他以前
养殖一年最多能赚一两千块钱。 去年，
养殖规模再次扩大，加上在外务工和各
种扶贫政策得利， 倪佰林家收入接近3
万元，儿子在大学可安心学习了。

去年，盛克礼将农户受益面拓宽，
将商会企业老板带进村里， 以高于市
场价几元的标准，收购了倪佰林等50
多户农户养的家禽家畜。同时，组织大
批量客商进村采购鲜茶叶。 杨家坪村
党支部书记吴伟鑫说， 在盛克礼帮扶
下，村民种养积极性空前提高，全村脱
贫致富步伐越来越快。

� � �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孟姣燕）今天，省
安委办召开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管
控大整治”百日行动推进会议。 百日行动自4月1
日启动以来，已全面铺开，取得初步成效，一大批
安全隐患得到及时有效治理，一大批非法违法生
产经营案件得到有力查处。

全省各级、 各部门按照省安委办统一部署，细
化方案措施，加大排查管控整治力度，加强安全监
管执法检查。全省各级各部门共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近6万处，共开展执法行动12万余次，出动执法人员
9.71万人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6万余家次，下达
执法文书5.7万余份，立案调查1.3万余起，实施经济

处罚9244.9万元，责令停产停业3091家，暂扣或吊
销许可证照1174家，取缔关闭1580家，行政及刑事
拘留779人，问责领导干部204人。

省安委办表示，百日行动已过半，还存在整体推
进力度不够、氛围不浓等问题和不足，一些地方和行
业领域还未形成有效震慑。 省安委办要求，各地要再
动员再推动，全面落实百日行动各项措施，督办一批
典型案例并曝光处理， 对挂牌整改的重大隐患要限
期整改，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和红线，为实现全年
安全生产“四个坚决”总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马翔
通讯员 谢展南 冯兵田

打杠、 织板、 挑扶手……5月21
日， 在双峰县印塘乡金鸡坳村的康怡
藤艺有限公司， 女员工徐保枚飞快地
编织着一张藤椅。

“既能在家门口务工，又能照顾老
人和小孩，一举两得。 ”靠着做藤艺产
品，徐保枚去年收入5万余元，成功摘
掉贫困户帽子，“搭帮我们的‘巧手管
家’，带着大家致富奔小康。 ”

徐保枚口中的“巧手管家”叫王合
春，是双峰县锁石镇人。 高中毕业后，
他在广东边打工边学习藤艺。 2007
年，为支援家乡建设，王合春多方筹资
40余万元，回家招工办起了藤椅厂。

创业之初，由于流动资金少，产品
滞销，王合春也曾打过退堂鼓。“可人
总要讲诚信， 不能辜负乡亲们的期
望。 ”他一咬牙，跑遍了佛山、湖州等
地，学习新的编织技术。 同时，创新藤
椅样式，提高产品质量，努力做到“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

守得云开见月明。 不愿放弃的王
合春，最终尝到了甜头：产品从单一的
藤椅扩大到沙发、 茶几等30余个品
种，订单源源不断，产品供不应求。

为了帮助那些不便外出的村民增
收，王合春免费把原材料发放给村民，

再派熟工上门培训。 村民在家就能工
作，轻轻松松赚钱。

在洪山殿镇泉塘村， 原洪山煤矿
几位退休职工正在编织藤椅。 老人们
笑着告诉记者， 以前都是在一起打麻
将，“现在好了，王总给我们事情做，我
们不仅发挥了‘余热’，每月还能挣到
3000多元。 ”

在印塘乡岳家村大兴组，贫困户滚
兰花自豪地展示着自己编织的工艺品。
2007年，她家连遭不幸，弟弟因病去世，
弟媳改嫁，留下侄儿需要抚养；丈夫遭
遇车祸，生活不能自理。 滚兰花既要照
顾丈夫和孩子，还得耕作、料理家务，生
活的重担压在她一个人的肩上。

王合春了解情况后， 积极发动职
工给滚兰花捐款，并亲自送货上门，让
她利用空闲时间编织。 雪中送炭解了
滚兰花燃眉之急。她白天打理田土，一
闲下来就织椅子，每月能挣1000多元
补贴家用。

如今，王合春正忙着扩大生产规模，
更新机械设备，公司成了双峰藤艺的“领
头雁”。 产销两旺，用工需求也增多，公司
为周边群众提供了100余个工作岗位，帮
助4户贫困户变身为藤椅厂老板。

“我要把藤艺做大做强，让更多的
村民能坐在家里挣工资， 帮扶更多的
贫困户稳定脱贫。”王合春拍着胸脯对
记者说。

三湘时评

消费扶贫也要明确市场导向

盛克礼：愿做扶贫路上接力人

王合春：
“编织”贫困户幸福生活

19位外媒记者编辑深入探访长沙县、宁乡市、浏阳市的农村———

“湖南农村很美丽很宜居”

� � � � 5月22日，“一带一路”主流媒体记者参观宁乡市稻花香里农耕文化园。 李曜 摄

全省安全生产百日行动全面铺开
排查各类风险隐患近6万处， 责令停产停业3091家

荨荨（紧接1版） 要防范化解风险， 用好全国扶贫
开发信息系统， 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分类处
置潜在风险， 继续把扶贫小额信贷情况作为脱
贫攻坚成效考核和督查巡查的重要内容， 对问
题突出的地方实施常态化约谈。 要做好宣传推
广， 总结完善工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祝树民在现场会要求， 要高质量推进扶贫
小额信贷工作， 切实抓好政策文件学习掌握、
部门协作、 重点工作贯彻落实， 一手抓精准投
放、 能贷尽贷， 一手抓规范完善管理、 防范化

解风险。 要重点抓好“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
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脱贫攻坚工作， 推动建立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着力处理好规范发展和防
范风险的关系， 坚决抓好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
改落实， 着手开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衔
接研究， 努力开创金融扶贫工作新局面。

乌兰在现场会上致辞， 感谢国家相关部委
对湖南扶贫工作的关心支持。 她说， 实施金融
扶贫， 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的一大创举， 实践
表明金融扶贫作用很大， 影响深远， 有效破解
了贫困地区金融资源匮乏、 贫困农户自我发展

能力薄弱的世界性难题。 湖南力求扶贫小额信
贷“贷得到、 用得好、 收得回、 可持续”， 取得
了良好成效； 此次会议必将有力推动扶贫小额
信贷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
更显著作用。

会上， 湖南、 安徽、 江西、 广西、 贵州、
甘肃、 宁夏等7省区政府或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作
交流发言。 与会代表还观摩了宜章县金融扶贫
服务中心、 莽山瑶族乡永安村金融服务站、 永
安村新屋场专业合作社、 竹源种养合作社等现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