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红色基因 决战决胜大别山

�� 县摘帽、、村出列、、人脱贫，，大别山革命老区聚力攻克深度
贫困堡垒，，交出了脱贫攻坚的靓丽答卷——————

�� 舒城县五显镇扶贫工作站工作人员

和群众一起采摘玉木耳。。 （（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陈力

�� 霍山县太平畈乡农民在大棚里管理即

将销往东南亚的石斛。。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题图 : 2020 年 4 月 16 日，朝阳沐浴下的金
寨县花石乡大湾村。 特约摄影 陈力

�� 岳西县菖蒲镇港河村村民在展示

采摘的鲜竹荪。。 （（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王先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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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巍巍大别山，群山嵯峨，绵延约 380 公里，如一
条巨龙静卧在皖鄂豫三省交界处，这里也是深度贫
困的主战场。 我省大别山革命老区主要包括六安、
安庆 2 个市 10 个县 (区)。 由于特殊的自然历史条
件，大别山区深山区与库区叠加交错，自然条件恶
劣，基础设施薄弱，成为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一度超过 20%。

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我省加大对大别山革命老
区等深度贫困地区攻坚力度，强化要素保障，集中
资金、项目、产业、人才等各方面资源向贫困县倾
斜，集中火力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随着一系列精准
扶贫措施落地生根，老区迎来了新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交出了脱贫攻坚的靓丽答卷。

抓融合、搞旅游，贫困山区变景区

冬日的大别山，群山如睡。 走进马鬃岭脚下的
金寨县大湾村， 村口的一间破旧土房惹人注目，这
里是村民陈泽申家的老屋。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
书记亲临安徽视察，曾在这个院子里与乡亲们围坐
着话家常、谈发展。 如今，老陈虽已搬迁了新楼房，
但老屋依然保留，而且还成为红色旅游的打卡地。

今年 72 岁的陈泽申， 曾是大湾村的重度贫困
户。如今老陈的生活大变样，种草药、做保洁、“干导
游”……干劲越来越足。

“游客来了，我带他们到茶园采茶 ，教他们炒
茶。 ”老陈告诉记者，他现在在村里的游客中心干些
杂活，旅游旺季还客串“导游”，月收入 2000 多元；
村里还给他安排了公益性岗位， 一个月收入 500
元；后山还种了几亩中草药，一年下来收入可达 4
万多元。 穷了大半辈子的陈泽申，现在有了稳定收
入，生活有了保障，日子越来越甜。

2016 年以来，大湾村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党
建引领促脱贫，产业为本促振兴，构建稳定脱贫增
收长效机制，依托红色文化和绿色资源，走上了“茶
旅融合、红绿结合”的发展道路，带动贫困群众吃上
了旅游饭， 昔日的贫困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交上了一张满意的“脱贫答卷”。

大湾村的发展，只是大别山革命老区脱贫成效
的缩影。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六安市坚持以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统领各项工作，围绕红色绿色资源做
文章， 高质量打好大别山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战，农
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减贫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
效，顺利实现县摘帽、村出列、人脱贫。截至 2020 年
底，六安市共建成特色产业扶贫园区 450 个，八大
特色主导产业实现综合产值 366 亿元，累计带动超
40 万贫困人口增收。 累计建设扶贫车间 163 个，开
发保洁、保绿、护林等 10 多种公益岗位，实现近 4
万名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

“挪穷窝”、迁福地，培育产业能致富

太湖县是一个集革命老区、贫困山区、重点库
区和大别山扶贫攻坚片区于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 为破解“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问
题， 该县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牛鼻子工程”，坚持高位谋划，高强度推进，
“十三五 ”期间 ，共有 1820 户 6298 位贫困群众搬
进新居。

詹绪旺是太湖县刘畈乡马畈村永丰组易地扶

贫搬迁户，他们一家 5 口人从交通不便的半山腰搬
到了村部附近，住进了干净敞亮的新房子，詹绪旺
夫妻俩还参加了县、 乡组织的养殖和种植技能培
训。如今，夫妻二人兴办了养猪场，存栏生猪 200 多
头。同时，承包开发荒山 500 余亩种植毛竹，2020 年
收入 10 万多元。夫妻二人还与他人合伙，在村部附
近创办了农村电商园， 帮助贫困群众销售土特产
品，把产品变成商品，把收成变成收益，带动 40 多
名贫困人口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

搬得出、稳得住，最终的目的是能致富。没有产
业发展作支撑，易地扶贫搬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太湖县坚持“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
安居与乐业并重原则， 创新易扶后扶产业发展载
体， 将产业培育与安置点建设作为整体联动打造，
先后投入易扶资金 4460 万元， 新建易地扶贫搬迁
扶贫工厂 26 个， 实施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固定资产
租赁收益项目 15 个， 覆盖收益群众 852 户、 受益
3000 元/年， 并提供 246 个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近
就业岗位。

大别山深度贫困区多位于深山区和库区，生存
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配套难度大，这里是我省易地扶贫搬迁的重点区
域。 “十三五”期间，我省深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建
成集中安置点 869 个 ， 累计建成安置住房 26848
套，8.5 万贫困群众搬进新居。 其中，大别山区是易
地扶贫搬迁的重中之重，涉及六安、安庆 2 个市 11
个县，搬迁人口 57932 人，占全省总量 68.1%。

搬迁只是手段，脱贫奔小康才是目的。 我省加
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力度，集中解决搬迁群众
就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融入、社区治理以及搬迁
后当地产业发展等问题，切实增强易扶户种植养殖
技能和转移就业能力，确保了搬迁群众“搬得出、稳
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通公路、强电网，老区旧貌展新颜

霍山县磨子潭镇位于霍山县东南部， 大别山
腹地，以前交通闭塞，山里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
进不来。 近年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一条
条“旅游路”“产业路”通村达组，当地围绕乡村旅
游做文章，开农家乐、建民宿客栈，乡村旅游红红
火火。

磨子潭镇宋家河村的曹必兴前两年因病致贫，
生活一度困顿。随着门前的大别山旅游扶贫快速通
道的开通， 老曹也办起了农家乐。 “现在每逢节假
日，游客扎堆，我的小店一天能接待四五桌游客，收
入两三百元。 ”老曹告诉记者，不少游客吃完饭，再
带上几斤茶叶等土特产，以往卖不掉的山货，现在
足不出户就卖出去了。

贫困地区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目前，六安市已经实现所
有行政村通 4.5 米宽水泥路、 城乡公交一体化、光
纤到村和无线网络全覆盖，全市县域供电可靠率和
电压合格率分别达 99.85%、99.99%， 群众出行难、
用电难、通信难等“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

在安庆大别山区，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截至目前，该市实施农村道路
畅通工程 1.11 万公里 ， 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
0.77 万公里，农村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人
居环境水平显著提升，困扰贫困地区群众多年的行
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讯难、上学难、就医难和住
危房等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守护好家乡的绿色山林
讲述人：余经中(岳西县店前镇徐良村生态护林员)

■ 本报记者 汤超

我叫余经中，今年 57 岁，是岳西县店前镇徐良村的
一名生态护林员。从 2001 年开始，我就从事护林工作，至
今已有 20 多年了。

我们村山场面积 2 万多亩，刚护林那几年，条件非常
艰苦，没有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只能靠两条腿走遍每座
山。我记得去过最远的小离头山需要走一天的时间，走到
那儿天都黑了。后来有了摩托车等交通工具，现在又有了
啄木鸟巡护系统，各进山路口也安装了摄像头，条件改善
了，护林工作开展得越来越顺利。

我们村现在有 9 名生态护林员， 主要任务就是看护
山林、宣传森林防火、制止乱砍滥伐。 过去乱砍滥伐的现
象比较严重， 村民把山上树砍了卖钱或者当柴火烧。 如
今，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政府重视，老百姓保护生
态的意识也提高了。这些年乱砍滥伐的现象少了很多，不
少人周末开着车到山林里徒步、爬山，欣赏自然风光。 这
种变化真是令人高兴。

护林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把林业政策法规吃透，给
老百姓讲清楚。 我们经常走村入户口头宣传、刷标语、制
作横幅粘贴在主要路口，每次巡山，我们骑着摩托车在林
间穿行， 路过村庄时就用大喇叭宣传森林保护和防火知
识。 最要紧的是和老百姓做朋友，让他们打心眼里理解、
支持我们的工作。

为了守住绿水青山， 近年来县里加强护林员队伍建
设，还设立扶贫专岗，从贫困户中选人做护林员，目前全
县有 1142 名生态护林员。 在我们的守护下，山林也越来
越绿，越来越美。

“文明积分”敦化乡风
■ 本报记者 张岳

“没想到‘文明银行’积分，真能从银行贷款，解了我
家的燃眉之急。 ”霍山县迎水庵村村民金先路说。 金先路
是远近闻名的生猪养殖大户， 也是人人称赞的 “文明之
星”。前不久，因买猪饲料缺少资金，金先路从霍山联合村
镇银行贷了 1 万元，把“文明积分”变成了真金白银。

在单龙寺镇扫帚河村“文明超市”货架上，柴米油盐、
牙膏牙刷、肥皂纸巾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每件商品上标
注的不是价格，而是 5 分、10 分等不同的分值标签，在这
里买东西不需要花钱，而是用“文明积分”兑换。

“我们通过文明新风评比，将村民在生活中的‘小真、
小善、小美’转化成积分，到文明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引导
激励村民日常文明行为，让群众精神上有荣誉感，物质上
有获得感。 ”单龙寺镇宣传委员韩以月说。

据了解，霍山县去年共评选 3000 多名“文明之星”，建
成 106家“文明超市”，文明授信 1.5 亿元，从示范引领到全
员参与，“文明银行”生出的“利息”如雪球越滚越大，为培育
文明新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霍山县创新实施 185工程
建设文明银行，引导群众挣文明币、存文明币、用文明币，助
力移风易俗。 ”霍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杨龙介
绍。 在移风易俗工作推进过程中，霍山县深入贯彻落实《关
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 在尊
重乡风民俗的前提下，率先开展“文明银行”建设，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

移风易俗表面上是改变行为习惯， 实质上是更新价
值观念。 “以前村民爱比吃穿、比收入、比排场，现在大家
爱比学习、比勤劳、比家风，看看谁的红折子里积分多。 ”
单龙寺迎水庵村村民沈申才说。 漫水河镇贫困户何升阳
坚守“疫线”，大化坪镇沈高军当好防疫“守门员”和代购
员，下符桥镇舒敏志愿捐献遗体回报社会，诸佛庵镇田开
春主动捐赠家禽……贫困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通过
自己的辛勤劳动“富口袋”的同时，主动参与公益事业，实
现物质与精神双丰收。

在“文明银行”的引领下，霍山实现了群众生活从“讲
排场”到“讲文明”、脱贫攻坚从“人帮我”到“我帮人”、乡
村治理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集体婚礼、勤俭节
约、网上祭祀、广场舞等新风扑面而来。

战场亦考场
■ 本报记者 张岳

大别山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也是检验新闻工作者
“四力”的考场。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在这片火热上的战场
上，讲好脱贫一线故事，见证脱贫攻坚历程，记录时代发
展足迹，是党媒新闻人的使命，更是党媒新闻人的荣耀。

前不久，我们“走向复兴———庆祝建党 100周年”小分
队深入大山深处，走进田间地头，对话扶贫战士……在火热
的脱贫攻坚中练就“脚力”，在观察生活中练就敏锐的“眼
力”，在学习思考中增强“脑力”，在精益求精撰写中练就“笔
力”，创新开展全媒体传播，形成浓厚的脱贫攻坚舆论氛围。

在基层、在现场、在路上，无论是扶贫战士还是新闻
记者，我们都风雨兼程、砥砺前行。 扶贫战士带领群众共
同致富，把忠诚与信仰书写在脱贫攻坚的征途上；新闻记
者深入一线“沾泥土”、走进群众“抓活鱼”，记录脱贫攻坚
进程中“拼出来”的带头人、“干出来”的好故事。 接地气、
聚人气、鼓士气，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考场上，我们都
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在战场上攻城拔寨，用自己的辛苦
指数换群众的幸福指数；在考场上，用双脚丈量、文字记
录时代风云，写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新
闻报道，为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留存时代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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