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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一景
高山精品农业项目促“造血”

成都传媒集团特别报道组 记者 于遵素
李萌 但唐文 摄影 陶轲 谢明刚

人 / 物 / ❹

“把贫困群众当作亲人，
主动和他们交朋友”

“大的土块要扔掉，沟的深度要合
适。撒种子的时候一定要撒均匀。”太
阳刚刚升起，山间雾气还未完全散开，
大邑县援藏干部王长明就来到了岷江
乡北定关村的羌活种植地，叮嘱着正
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此次，他将与其他
技术人员一起为当地老百姓培训羌活
的标准化种植。

作为一名援藏干部，到松潘后，王
长明挂职松潘县工商质量技术和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协助分管质
量技术监督工作。2016年11月，根据脱
贫攻坚工作的需要，王长明抽调到松
潘县脱贫办工作。到脱贫办后他主动
承担任务，不到半年时间就跑遍了25
个乡镇55个贫困村。并且重点联系了
最远的白羊乡，该乡8个村都是贫困
村。从松潘县城到白羊乡有300余公
里，需经过茂县，出阿坝州，经过绵阳，
颠簸六七个小时才能到达。“从松潘县
去白羊乡和回一次成都的距离差不
多，当然，到白羊乡的路更难走。”

在工作中，他发现松潘县在羌活
的种植过程中，缺乏种植的标准化，从
而导致效益不高。于是他充分利用大
邑县在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县创建中
取得的成功经验，逐步推行种植标准
化，并利用自身资源，及时邀请技术服
务机构实地调研，制定了羌活种植技
术、管理、工作等27项标准。同时，通过
对相关标准进行宣贯、培训、实施，打
造标准化示范点，带动辐射种植户按
标准组织生产，从而保证产品质量，提
高羌活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种植
户经济收入。不仅如此，为有效保护松
潘羌活的地方资源品牌，他还协助松
潘县启动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
申报工作。“有了种植的标准化后，不
仅降低了成本，价格也提升上去了。”

有了好的产品，如何解决销路？经
过多方协调、沟通，成功引入了大邑县
中药材龙头企业四川利民中药饮片有
限责任公司，以适当高于市场价格，定
点收购松潘县种植的羌活等中药材，
有效解决松潘县种植户中药材销售难
的问题，极大增强了种植户的信心和
干劲，特别是为贫困户脱贫及脱贫后
持续增收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要把贫困群众当作亲人，主动和他们
交朋友，早日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脱贫
奔康。”王长明说，在今后的援藏生活
中都将践行这一诺言。

成都市大邑县援藏干部王长明（左一）

沿着新修不久的盘山公路，开
车绕过了许多道弯，很快，位于半山
腰上的岳扎乡科尔金村映入眼帘。
谁能想到，就在不久前，这条近5公
里、进出科尔金村的要道还是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土路，村民出
行极其不便。

扶贫需扶志，生活环境的焕然
一新，同时也扫除了对生活得过且
过的心理阴霾。不仅是路，从房屋到
院坝，从厨房到厕所，从村里到屋
外，成华区援藏工作队和都江堰市
援藏工作队进驻丹巴县、康定市，启
动一系列幸福美丽新村和扶贫攻坚
项目后，科尔金村和水桥村彻底改
头换面。“以前想都不敢想，谁能来
帮你修房子？肯定是亲人才能做到
的。”在岳扎乡党委书记罗兴进眼
里，成华区援藏工作的援助项目，让
岳扎乡3个贫困村，一步跨千里。

40天硬化通户路
太阳能路灯照亮回家途

科尔金村海拔2200米，背靠墨尔
多神山，距离岳扎乡政府7公里，距离
县城仅15公里。但此前，科尔金村的
村民光是下山，都得步行上一两个小
时，村里的核桃、花椒等农产品，靠着
人背马驮运到山下。遇上下雨天，山
路泥泞难行，少人出行。天一黑，村里
的路上便漆黑一片，村民们更是只得
待在家里，极少有娱乐活动。

“以前就是沙地、乱石，摩托车
都不好走。”科尔金村村委会主任
王桂洪告诉记者。受沟壑纵横、山
川相接的地形限制，丹巴县不少村
寨都在半山腰，路，成了限制村寨
发展的瓶颈。

“四五个建筑队同时开工，速度
快得很。”作为新农村建设项目重要
内容之一，投资近200万的科尔金村
进村通户路，建设进度很快，王桂洪
带着建筑队，用挖掘机将原路路基扩
宽，平整、浇筑混凝土，40天左右，路
通了，还装上了防护栏。5公里左右的
水泥路，通到了每户村民家门口。

康定市瓦泽乡水桥村，蜿蜒溪
水从远山而来，水多桥多而得名。

“把木头桥换成钢板桥，现在货车都
能直接开到村里。”都江堰市援藏队
成员、挂职康定市扶贫和移民局副
局长张亮说，除了3座车行桥改造，
还根据地形和出行需要，新建搭设
了人行桥。

9月底，水桥村里亮起了太阳能
路灯。翻越折多山，一路下坡，望得
见路灯映照下，色彩艳丽的藏居在
水波中摇曳。自从科尔金村装了太
阳能路灯，亮堂堂的，村民走在路上
心里踏实多了。“晚上回来，再也不
用打手电筒了。”王桂洪说。

五改三建
格桑花开满藏家院

刚走到科尔金村村民罗朝强家
的院门前，就看到各种颜色的格桑
花，走进院子，窗台上、屋檐下，有名
的、无名的花正开得热闹。“以前哪
里有人种花哦，院子头乱七八糟
的。”和罗朝强家崖上崖下之隔的王
桂洪家，同样是种上了各种植物。放
眼全村，白色外墙的藏式民居，整洁
靓丽。

这可不只是“表面功夫”，根据
“五改三建”的新农村改造标准，改
厕、改厨、改圈、改水、改路，建院、建
池、建风貌，科尔金村家家户户都变
了样。“洗澡有热水器、臭气熏天的旱
厕改成冲水式的暗厕，厨房里还有了
抽油烟机。”王桂洪说，就像写在村委
会外墙上的“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
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标语
一样，村里的风貌焕然一新。

都江堰市投入1500万元，着力
改善水桥村村域内路、水、电、讯等
基础设施条件，增设了垃圾池和垃
圾转运车，“以前垃圾随便就丢了，
现在（有了垃圾车）就干干净净的
了。”水桥村村委会主任格桑达瓦是
村里少数能说流利汉语的人。在水
桥村，新修的村委会办公室和幼儿
园紧邻，明年初，村里的适龄儿童可
以在家门口上幼儿园了。“村里以前
就没得幼儿园。”格桑达瓦说，要上
幼儿园，村民要骑着摩托车把孩子
送到30公里以外的幼儿园。

在成华区援藏工作队的工作计
划表里，2017年至2021年的新农村
建设项目里，计划投入援助资金
3316万元，帮助贫困户新建改建住
房，实施房屋五改三建，项目将显著
改善丹巴县15个乡、32个贫困村、
740户、2878名困难群众的住房和生
活条件。

“科尔金村和甲尔木村去年已
经脱贫摘帽，中纳丁村还在建，今
年年底也要摘掉贫困村的帽子。”
岳扎乡党委书记罗兴进说。

还记得第一口咬下团结村蔬菜基地里的番茄时的口感，皮硬，内甜，有别于平常吃
到的番茄。特别是采访中，不慎将番茄掉落在地上，原本以为应该会“皮开肉绽”，结果
却安然无恙。种植人员告诉记者，这是精选过的品种，因为丹巴运往成都等地市场还有
数百公里的距离，长途跋涉，如果不是硬皮番茄，还没等运到市场就“熟透”了。

高原扶贫应如是，如果不是适应当地环境的项目，如果不是方方面面考虑细
致周全，恐怕也会遭遇“水土不服”，也是不能落地生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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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9日起，
丹巴县半扇门乡团
结村的蔬菜基地，
每天都能摘获一两
万斤新鲜番茄，分
拣、装箱后，天黑前
能抵达成都市洪
河、濛阳等各大批
发市场，凌晨时分
陆续上摊，中午，
便能端上成都人
的餐桌。这是成华
区援建的团结村
农业产业示范园
的第一次产出，效
果超过预期。

丹巴县农牧
产业布局零散、规
模小效益低、品牌
意识薄，成华区第
四批援藏工作队
进驻后，活用项
目，善用优势，为
丹巴农业产业发
展、营销、加工、品
牌意识等方面出
谋划策，扩大丹巴
精品农产品对外
影响力，提升产业
扶贫“造血”功能。

规模化种植，自然需要科学的种植技
术，能成功地从农户手中流转到土地、颠覆
农户传统种植经验，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保证品质，需要掐尖、疏果，一串番茄最
多留5个，但村民就觉得，开一朵花就是一个
果，能多卖钱。”挂职丹巴县农牧科技局副局
长的黄刚虽然主要负责招商引资，但提起普
及科学种植，也是记忆犹新。“说自己种了几
十年地了，难道还不晓得怎么种？”在看到番
茄成功挂果后，曾经反对的村民竖起了拇指：

“能在丹巴把番茄种成这样，真是了不起！”
在果蔬基地，工人用碎草机将生长在地里

的野草粉碎，就地沤肥，每一条排水沟下都埋
着滴漏管道，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排喷淋头。

除了流转土地每年1300元/亩的租金，村民
们还可以在基地务工，每个月能有1000多元收
入。团结村共有贫困户13户、40人，38岁的王继
蓉一家就是其中之一。两个老人70多岁，一个哥
哥身有残疾，两个孩子要上学，靠着两口子工地
打工不稳定的收入，日子过得有些难，更重要的
是，一旦出门打工，家里就没人照顾。“现在回来
种菜，收入稳定，还顾得到家。”王继蓉说。

此外，村民们务工的同时，也是学习的
过程，有专门负责技术指导的专家培训种植
管理，通过“品种+管理+规范化种植”的模
式，保证生产质量，企业慢慢从产供销一体
过渡到主营销售，真正实现基地扶贫的“造
血”功能。

丹巴县地势西南高，东南低，全县最低
海拔1700米，最高海拔5820米，相对高差为
4120米，所以又有着“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
天”的气候特点。显然，单纯的农产品种植并
不能更好地适应、利用好当地自然资源。

“丹巴五条沟，每条沟的果蔬品牌不
同。”黄刚介绍说，果蔬基地主要落地于河谷
地带，“果树+蔬菜+菌类”，走高原精品农业
种植品牌路线。半山地带，则是“果树+中药
材+养殖业”，高山地带则是“中药材+养殖
业”基地，一沟一业，一山一景。

半扇门乡大邑村，平均海拔2500米，山
高林密，荒山荒坡面积大，土地利用率低，是
典型的高半山贫困村之一，但这里水资源丰
富，大多山地都属半阴半阳坡地，羌活、秦
艽、重楼、半夏、南天星等很多中药材都适合
生长。而此前，村民主要靠种植玉米为生，全

村203人，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1人。
在成华区援藏工作队的大力援助下，大

邑村把现有167亩耕地和荒山荒坡利用起
来，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以保底
收购的形式，种植发展了870亩羌活、秦艽、
半夏、连翘等药材。“种植中药材还有一个好
处，就是不占用耕地。”黄刚说。

但在中药材的品种选育、种植与市场接轨，
以及产、供、销和技术人才、技术保障等很多环
节，仍然存在不少问题。6月，成华区援藏工作队
利用成都中心城区的资源优势，邀请中国中药
行业协会、四川省中药行业协会及省内知名中
药企业家来到丹巴考察，为广大中药种植户谋

“出路”。政府、企业达成合作共识，为丹巴中药
材种源检验、种苗优化检测、产品深加工提供技
术支持，对于优化种苗的中药材将以高于市场
价20%收购，助力乡亲们增产增收，脱贫致富。

在丹巴县，一直以来都有苹果的种植历
史。房前屋后老化的青苹果树，自由散漫地
生长、开花，成熟的苹果落在地里，村民们会
捡拾回家，顺手扔进猪圈里。

大渡河自北向南纵贯丹巴县全境，切割
高山，立体地貌显著，水系发达，青藏高原型
季风气候，山顶与河谷气温相差20℃以上，且
昼夜温差大，适宜果蔬生长。“番茄采摘之前，
心都是悬起的。”四川绿茵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丹巴分公司负责人高光辉介绍说，尽管前期
对团结村的土壤、气候、降水等自然条件都进
行过科学测量，但毕竟这也是第一次在海拔
2000米左右的高原上规模化采用套种的方式
种植果蔬。光是驻扎在种植基地、负责蔬果种
植技术指导的农业专家就有两个。

“高原气候适合种水果，河谷地带风很
大，所以我们选择的是矮化的苹果精品品

种。”高光辉说，但水果需要3年挂果期，生长
时间长，收益见效慢，林下套种蔬菜，既能缩
短收益期，也利于保持土壤肥力。

2017年3月，绿茵公司流转了团结村148
亩土地种植苹果，林下套种了番茄、海椒、油
豆等蔬菜，其中番茄55亩。9月初，番茄开始收
获。“一亩地能收1.5万斤，55亩就是75万斤，预
计今年可以有110万左右的销售额。”高光辉
算起了账，苹果挂果后，预计亩产量4000斤左
右，每斤价格3至4元，收益可观，“现在的蔬菜
收益，我们又可以投资到水果种植上。”

在团结村的种植基地，竹竿搭成的支架
上，个大鲜红的番茄在枝头上招摇，被河谷
的大风吹倒又被扶起的海椒秧上挂着刚刚
泛红的辣椒。10月底，收完番茄、海椒，将有
100亩羊肚菌被种下，生产期正好是11月至
次年3月左右。

从小散乱到规模化

从粗放型到专业化

从单一化到多样性

家住高山有远亲

细节，决定成败

援藏工作队启动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村民房前屋后盛开着格桑花

成华区援建丹巴县团结村的果蔬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