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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奎

12 月 6 日，桑植县人潮溪镇李坪村村民谷克杰带着爱人，爬上了村里最高
的山头。 看着阳光洒落这座山间村落，他朝着家的方向开心地呐喊了三声。

20 多年前，搭乘改革开放的春风，他南下务工 3 年，娶回了现在的妻子。如
今，因为精准扶贫，儿子通过电商向大城市售卖家乡的农产品，成为村里的致富
能手，一个月后将迎娶未婚妻。

两代人的经历，正是 40 年来，张家界人生活越过越幸福的写照。
张家界这 40 年的发展，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扶贫史———从纯靠农田“捞

收入”，到系上领带坐在高档办公楼谈生意；从出门全靠一双腿，到坐上飞机赴
聚会；从餐桌全靠地里种，到吃遍东南和西北……

“精准扶贫，是改革开放精彩延续。 ”张家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虢
正贵说，近年来，张家界秉承改革开放的开拓者精神，依托市情实际，锲而不舍
地攻坚克难，探索出一条具有张家界特色的脱贫攻坚之路。

截至 2017 年底，张家界累计脱贫 20.8 万人，退出贫困村 140 个，贫困发
生率由 20.1%下降到 6.8%，武陵源区于 2016 年率先实现整区脱贫摘帽。 今
年年底，预计还将减贫 7.9 万人，180 个贫困村出列，永定区、慈利县实现脱贫
摘帽。

———张家界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纪实

决胜贫困高地

12 月 2 日， 桑植县利福塔镇舒家坪村“阳光
院”，暖阳下，几个村民散着步，说着如今的幸福生
活。 在这两年里，他们陆续从破旧的老屋中搬出，
住进了政府提供的新房。

像这样的“阳光房”，张家界已建成 2000 套。
“阳光房”的住户，是从“老弱病残”、无房或危房又
无自我发展能力的农村特困家庭中严格筛选的。

“一户一套，集中建，免费住”，每套 30 至 60 平方
米不等，厨房、卫生间和简单家具一应俱全。 根据
不同贫困对象，张家界市在对“阳光院”住户开展
民生救助和帮扶兜底的同时， 对拥有一定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有针对性地扶持生产和安排就业。

预计到 2020 年，张家界市建设“阳光院”320
个，住房 3200 套，解决 8000 多无房、危房贫困户
住房问题，彻底兜住贫困人口脱贫底线。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 ”这是许多困难群
众所面对的无奈现实。

在张家界，全市有 256367 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一场病，很可能会让已脱贫户返贫、贫
困户更贫。 如何力阻“病根”变“穷根”？ 张家
界给出的答案是通过医疗保障“一站式”
结算，让“阳光医疗”普照贫困群众。

医疗保障“一站式”结算是在区县一
级将各部门的救助政策统筹整合后，与

“一站式”结算平台相结合，将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商业保险、民政医疗救
助、 财政兜底等五重医疗保障整合到同

一体系， 确保贫困群众能够最大程度享受
到医疗扶贫红利，夯实了靶向扶贫的政策基

础。
“病治好了，高兴。结完费用，更高兴。”慈利

县金岩乡三元村建档立卡户杨松玉，出院一到家
就跟来探望他的亲朋好友讲述党的好政策， 住院
总费用 6.3 万元，自己只支付了不到 6000 元，“没
了病痛拖后腿，脱贫的信心更足了。 ”

“兜牢扶贫底线，筑牢幸福根基。 ”张家界市农
委（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谷文涛说，今年以来，
像杨松玉一样在县域内住院， 享受到医疗扶贫红
利的贫困群众，全市有 22433 人次，补助总额达到
12729.14 万元，实际报销比例超过 90％。

同时， 张家界还大力推进精准扶贫“阳光助
学” 工程， 对全市所有贫困家庭子女入学进行资
助，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每生每年资助 1000 元，大
学新生一次性扶助 5000 元。桑植县还在全省首创
从建档立卡贫困初中毕业学生中选拔培养公费定
向师范生“扶贫计划”，2016 年择优录取 50 名学
生，2017 年起每年培养 100 名， 由县政府全额出
资， 委托长沙师范学院培养五年制专科层次全科
小学教师。

建市以来， 张家界每一步的发展无不与旅游
息息相关， 每一次旅游新举措， 又无不与当地居
民，尤其是困难群众息息相关。

“40 年前，这里是一片片荒地，连粮食都不肯
长。 ”站在武陵源区溪布街的一座民宿阳台，面前
索溪河流水潺潺，建筑流光溢彩，游客摩肩接踵，
居民邓长生感叹，是旅游让当地人从“靠天吃饭”，
转变为“借山吃饭”，“‘旅游饭’吃不尽，吃得香。 ”

数据佐证———1988 年武陵源建区时，全区近
4 万人口几乎均为贫困户；到 2016 年，贫困发生
率仅为 0.13％，当年全区整区脱贫。

“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这是外界对张家
界的美誉。 这里拥有景区景点 300 多个， 其中有
19 个国家等级景区。 但同时，这片美丽的土地也
是深度贫困区。

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脱贫引擎？
“打造旅游扶贫四轮驱动，形成旅游扶贫十大

模式。 ”张家界市委副书记刘绍建表示，通过不断
探索，张家界旅游扶贫成效越来越明显。“四轮驱
动”，即旅游线路扶贫、旅游景区扶贫、旅游商品扶
贫、 旅游就业扶贫四条路径，“十大扶贫模式”为

“龙头企业 + 村集体 + 农户”、“旅游风情镇 + 配
套产业 + 乡村旅游 + 农户”、“基地 + 农旅文旅产
品 + 农户 + 旅游购物 + 综合培训”等。

于是，在慈利县苗市镇黄花溪村，原本毫无利
用价值、 杂草乱生的怪石坡， 却带来了一拨拨游
客。 村民们发现，小卖部生意好了，家里的农产品
能卖钱了，熬一桶凉茶支个摊点就能赚钱……

依靠深厚的文化底蕴， 桑植县马合口白族乡
梭子丘村通过整体建设，打造出白族风情小镇，成
为张家界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节点。游客来了，村
民的腰包也鼓了起来。

旅游扶贫， 让美丽山水长出了致富果———
2017 年，张家界旅游业增加值为 312.4 亿元，占全
市 GDP 的 55%；帮扶脱贫 48754 人，其中旅游扶
贫脱贫 21505 人， 帮扶脱贫贡献率为 44.11%；农
民可支配旅游收入 3400 元，占农
民人均可支配总收入的 43%。

田间地头做产业， 唱着
山歌搞旅游。

如今的张家界，
年轻人纷纷“归巢”，

“空巢老人”和“留守
儿童”随之减少。 旅游
扶贫照亮了山村的
夜空， 也点亮了贫
困群众面向崭新未
来的“明灯”。

美丽山水长出致富果

村村有产业户户有门路

贫困村以传统民俗庆丰收。 向韬 摄

▲吊脚楼前， 土家
族村民看到家乡变化喜
笑颜开。 张明涛 摄

原汁原味的剁
辣椒在市场深受青
睐。 张明涛 摄

▲

12 月 4 日至 5 日， 由省内外 20 余家主流
媒体组成的“一县一品”记者采访团，访遍张家
界广大农村。 记者们感叹，张家界广大贫困地区
正蓬勃发展的农业产业， 已经成为脱贫攻坚强
大的内生动力———

在永定区的莓茶园里，闻得见茶味清新，看
得见茶农笑颜；在武陵源的土家刺绣坊里，瞧得
着绣品的精巧，听得见绣工的满足；在慈利县的
柑橘园里，品得到柑橘的美味，感受得到果农的
甜蜜； 在桑植县的萝卜基地， 尝一口萝卜的回
甘，听一段老百姓的致富经。

近年来，张家界按照“一县一特、一县一业”
的产业扶贫思路，大力发展大鲵、蔬菜、茶叶、水
果四大产业，积极打造“旅游 + 农业”的全产业
链， 做强做优贫困村的特色产业， 形成了具有
“张家界特色”产业扶贫新格局。

截至目前， 全市蔬菜基地面积达到 32.5 万
亩；新增大鲵 58.7 万尾，累计发展大鲵 270.7 万
尾；新增茶园面积 1.3 万亩，累计达 12.48 万亩；
新增水果面积 1.1 万亩，总面积 56.9 万亩。

“改革开放前，土家人织锦仅仅为家用。 ”
“乖幺妹”土家织锦品牌负责人丁世举说，随着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两年来，精美的土家织锦深
受市场喜欢，还远销澳大利亚、韩国等 3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织锦产业的发展，直接带动的是农
民增收———1400 多户贫困户分红 154 万元，人
均增收 1100 多元。

龙头企业带动、园区带动、合作社带动、经

营户带动和贫困群众自主发展的五种产业扶贫
模式，有效地发挥了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能
人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领
头雁”作用，打造出产业扶贫的“张家界品牌”。

与此同时，张家界还大力发展贫困户、合作
社、 龙头企业共同参与的产业化联合体， 推动
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相互参股，大力推广土地、资
金、技术、农宅和集体股权合作等多种形式的股
份合作制，着力解决贫困户参与度低、受益对象
不精准等问题， 让贫困农户更多分享产业发展
带来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股份红利，走
出一条可持续的产业扶贫之路。

为 贫 困 群
众进行免费医疗
服务。 邵颖 摄

▲

阳光工程筑牢脱贫根基

旅 游 扶 贫 ———

产 业 扶 贫 ———

兜 底 扶 贫 ———

美丽的乡村风光。
胡家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