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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日报重点报道组

2011年实施新一轮扶贫攻
坚战以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减少
了474万贫困人口，目前还有538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是多
次扶贫攻坚后剩下的“硬骨头”。

这些“硬骨头”，到底有多硬？
记者每到一处， 都震撼于贫困程
度之深、扶贫难度之大、奋斗意志
之坚。

那让人心痛的贫穷
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葛家

村龙母屯， 被群山包围， 不通公
路，只能爬山前行。沿着山腰进去
的小路，仅够立足。走进屯里不见
一块砖：房子由木片、竹片和瓦片
搭建而起， 有的房子用彩条布围
着。

屯里没有水田， 只有山腰石
缝地，村民们用石头垒成田坎，填
上泥土，就成了耕地，种上玉米和
红薯， 全屯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不
到1900元。

在凤山县平乐瑶族乡谋爱村
马路湾，记者走进罗桂芝家里，没
有看到一件像样的家具， 电视机
是买来的旧货，床单、蚊帐上都是
补丁，被烟熏得发黑。她家原来生
活在山沟里， 好不容易搬到交通
便利一点的马路湾， 建起一层平
房。她本想再拼一把过上好日子，
大儿子却意外去世， 家中失去顶
梁柱。 22岁的小儿子智障，基本
干不了活。 丈夫韦荣顺已60多
岁，仍在外面打工。家里公公已年
过八旬。

同行的乡长侯俐周告诉记
者，这一家4口都进了低保。 罗桂
芝说，一个月有400多块钱，够买
米和盐。 7月初，罗桂芝家里一头

百来斤的猪不明原因死了， 她没
舍得扔掉，切成一条条腊起来。她
说：“吃死猪肉，总比没肉吃好。 ”

在龙州县彬桥乡扣克屯，79
岁的黎秋花老人有6个儿子，本应
儿孙绕膝，但现在只能独居老屋。
由于家里穷， 娶不到老婆，4个儿
子到外村当了上门女婿。

那让人心酸的抗争
在许多地方，对贫穷的抗争，

更近乎挣扎，结果却让人心酸。
在凌云县伶站瑶族乡岩流瑶

寨， 眼前的景象几乎让人看不到
希望： 除了小学校舍之外， 民房
堆砌在六七十度斜坡的石头窝
里， 基本都是砖瓦结构， 风化的
水泥砖和乌黑的瓦片成了主色
调， 跟长满苔藓的山石浑然一
体。

这已经是“巨变”之后的场景
了。 组长韦付新说：“现在比以前
好多了！起码用水、出行方便了。”
这个只有40户的寨子，由陶化村
弄新老宅屯和浩坤村岩流屯组
成，原来都分布在海拔1000米以
上的山梁子上，缺粮少水，生活艰
难。 2002年，政府帮助无偿建好
了房子，每户60平方米，并多次
动员大家搬迁而来。

寨子里的40户人家，仍有36
户靠低保兜底。想引进产业，连基
本的地都没有；转移就业，群众素
质不高， 意愿更不高； 市里来的

“第一书记”，只能多争取支援，后
续发展也没有好项目。

都安瑶族自治县隆福乡大崇
村，扶贫同样艰难。全村17个村民
小组， 分布在32个山沟里；1430
名村民，人均耕地0.58亩，都是山
腰石缝地；673个劳动力中，360
人是文盲或半文盲。

多年来， 乡里为大崇村的产
业发展费尽心思。 种剑麻、 金银
花、 山豆根、 沙田柚，养鸽子、生
猪……最后没有一样成功。 山区
光照不够，加上市场不稳定，种沙
田柚失败； 剑麻市场太小， 没人
收购； 养猪成不了规模， 难见效
果； 养鸽子没技术， 死的多活的
少……

许多心有不甘的人， 走出深
山旮旯，到发达地区务工，但留下
一个个“空心村”。

天等县向都镇民族村， 是名
副其实的“打工村”：236户1060
人中，有488人在外打工。 靠着打
工赚的钱，有220户住上了新房。
记者想多采访几家， 却发现大多
农户大门紧锁，主人都不在家，在
家的都是老人孩子。满目新房，却
难觅人影。 村支书何大胜有些伤
感：“希望有一天， 在家里就有活
干、 有钱赚， 晚上家家户户都亮
灯。 ”

那让人心暖的不屈
不甘贫穷的人向命运抗争，

有人失败了，有人看到了希望，也
有人成功了。

河池市凤山县平乐瑶族乡谋
爱村柑子坪17组， 环境之恶劣让
人心寒：一座大山，将这个33户人
家的小村与外界隔开， 要翻山越
岭，走一条3公里的羊肠小道才能
到达。 大山的坡度在70度左右，
有的地方几乎90度垂直。 从最高
处往下望， 两三百米高的悬崖峭
壁，让人腿脚发软。石漠化十分严
重，山上草木极少，到处是裸露的
黑色石头。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记者
还是看到了希望： 村民们用石头
砌起保土墙，从别处挑来泥土，硬

是在石缝中种下350亩核桃。 目
前，河池市核桃种植面积达216万
亩， 是石漠化地区群众致富的最
大希望。这些核桃进入丰产期后，
主产区群众年人均可增收5000
元。

在龙州县彬桥乡扣克屯，记
者也看到了希望， 那就是村边的
一个千亩澳洲坚果园。 尽管刚种
下一年，但已生机勃勃。坚果园由
屯里十几户贫困户以山地入股，
老板经营。 组长廖威胜说：“澳洲
坚果属粗放种植，六七年能收果，
一次种下可收70年。 ”

柑子坪17组和扣克屯有了希
望， 而凌云县下甲镇平怀村则成
功了。 在2002年之前， 平怀村
是穷得叮当响、 年轻人难讨老婆
的贫困村。 大家 苦 寻 出 路 之
时， 在外闯荡多年的郁再俭回
乡， 第一个在当地种桑养蚕， 后
来越做越大， 带动了一大批贫困
乡亲。

如今的平怀村， 俨然一个工
业园———桑园、 蚕房、 豚狸养殖
场、 红薯粉加工厂、 食用菌加工
厂、 有机肥生产车间……已当上
村支书的郁再俭说：“如果仅仅种
桑养蚕， 跟传统种玉米没有什么
区别。 我们在延伸产业链上下功
夫， 提高了产值和适应市场的能
力。 ”

不仅是这些， 在宁明县那楠
乡逢留村、天等县向都镇民族村、
田东县平马镇新乐村……记者都
能感受到贫困群众对脱贫致富的
渴望，都能采访到各级党员干部、
各族群众为战胜贫穷而奋斗的鲜
活事例。

这些正能量，让人心生暖意、
看到希望、信心倍增！
（执笔：广西日报记者 韦鹏雁）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乔伊蕾） 9
月14日， 省纪委召开市州纪委书记座谈会，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傅奎强调，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 认真对照年初安排和中央纪委的新部
署，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
党中央、中央纪委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坚持
从严治党、依规执纪，肩负管党治党的政治
责任， 履行好纪检监察机关的本职和主业，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工作取得
了新进展、新成效。

傅奎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纪律审查工作， 坚定有腐必反、

有贪必惩的决心和意志， 着力落实“两个责
任”，深入转变纪律审查方式，做好纪律审查安
全工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要弛而不息地纠
正“四风”，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监督检查，
一个节点一个节点、一天一天、一顿一顿地坚
持纠正。要积极稳妥处置涉腐突发事件和热点
问题， 建设舆情收集上报和应急处置机制，坚
持分级分类处置舆情，严肃查处舆情涉及的违
纪问题，及时、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关
切。 要支持配合开展巡视和巡视整改工作，严
肃政治纪律、规矩，强化责任担当，严格履职尽
责，督促抓好整改落实。 要切实加强纪检监察
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内部监督常态化、规范化，
加强能力建设，争当廉洁从政的表率。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周子兵） 今天， 以中国科协副主席程
东红为组长的国家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 （2006-2010-2020）》 （以下简称
“《纲要》”） 实施督查组， 来到湖南进行督导
检查。 副省长李友志在 《纲要》 实施工作
汇报会上表示， 湖南将以这次督查作为新
的起点， 克服困难， 逐步推进 《纲要》 各项
任务的落实， 提升全省公民科学素质。 省
科协主席黄伯云院士出席了汇报会。

汇报会上， 湖南有关方面从机制建设、
未成年人等“五大重点人群” 科学素质建

设、 科学教育与培训基础工程等“五大基
础工程” 建设3个方面， 对实施情况作了详
细介绍， 并对存在问题及“十三五” 《纲
要》 编制建议作了说明。

据悉，湖南14个市州、120多个县市区普
遍建立了《纲要》实施工作领导（协调）机构，
并制定了实施方案。“十二五”期间，全省各
级财政安排科学技术普及预算支出经费
14.02亿元，是“十一五”期间的2.06倍。

国家督查组在湘期间， 还将到湖南广
电、 中南大学及长沙市、 常德市等地实地
督导检查。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刘银艳 ）
记者今天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作为首次落户我国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源服
务业博览会———2015中国(湖南)人力资源服
务业博览会， 将于9月19日在中国湖南人才
市场举行。 目前已吸引包括任仕达(中国)、
北京外企德科、 怡安翰威特咨询 (上海 )等
100余家国内顶级人力资源服务商参会。

据介绍， 活动当天， 任仕达 （中国）、

外企德科、 北森、 中智关爱通等10家湖南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联盟机构， 中南大学等
10所高校， 以及湖南建工集团、 中联重科
等企业， 将分别与湖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中
心签订战略协议。 届时， 中心将依托自身
服务产品和组建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 为
重点服务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人
力资源咨询等服务， 为高校毕业生搭建就
业和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供本报专稿精准扶贫奔小康·他山之石③

“硬骨头”，到底有多硬
———广西扶贫攻坚战前线直击

广西凤山县平乐瑶族乡谋爱村坐落在缺土少水的大石山区，村民们硬是用石头一点一点地建成了一座“石头城”。 广西日报记者 李军 摄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国家督查组来湘检查

省纪委召开市州纪委书记座谈会

中国(湖南)人力资源服务业博览会
9月19日举行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者 田甜）今天
下午，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文雄在
长沙会见了来湘进行专题报道的“洞庭湖生
态经济区大型专题采访活动”采访团一行。

张文雄对采访团一行表示欢迎与感谢。
他说，湖南文化底蕴深厚，是一片厚土；湖南
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片肥土；湖南四大
区域都进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创新创业
氛围浓厚，是一片热土；湖南积极适应新常
态，加快“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生态环
境良好，是一片净土。 洞庭湖因水而美、因水
而富、因水而活，随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

获批， 以农业为主的发展格局将会改变，新
型工业化将进一步发展， 必将因水而兴，希
望采访团聚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把
洞庭湖的“水”字文章写好、写大，让世界更
多地关注洞庭湖， 让洞庭湖更好地走向世
界。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编室副主任傅颖
等采访团成员表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令人鼓舞，希望通过深入的采访学习，把洞
庭湖生态经济区的历史脉络、发展现状和未
来趋势报道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洞庭湖区域
水资源利用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张文雄会见“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大型专题采访活动”采访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