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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重庆万重山，可是再高的山，也挡不
住山东省千里驰援的浓浓真情。

千里扶贫路，可是再远的路，也割不
断两地人民一家亲的深深牵挂。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隔数千里，
却因对口支援三峡库区而紧密联系。
2010年12月13日，乘着国家东西部扶
贫协作的东风，两地携手，开创出优势互
补、长期合作、聚焦扶贫、实现共赢的新
局面。

十载岁月，“鲁渝有约”战贫困、“山
盟海誓”话合作——鲁渝两省市展开了
一场千里之外、跨越东西的倾情帮扶，谱
写了一曲先富帮后富、携手奔小康的奋
进壮歌，在共和国脱贫攻坚史册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投入更大 重心更准 领域更全
紧随中国脱贫攻坚的进程和

部署，“鲁渝有约”出现了这些可喜
的变化

这10年，东西部扶贫协作最大的变
化是什么？

12月7日，市扶贫办社会扶贫处处
长刘建元拿出了一张清单——2010年
以前，东西部扶贫协作财政援助我市资
金 1.73 亿元，2010 年至 2020 年总计
24.2亿元，其中今年7.17亿元；项目方
面，10年来鲁渝扶贫协作实施1770个项
目，是2010年前的13倍多；企业方面，
2010年以前，到我市贫困地区投资兴业
的企业仅3家，而这10年多达121家。

刘建元清晰地记得，10年前，山东与
重庆缔结东西部扶贫协议时约定，山东
14个地市结对帮扶重庆14个国家级贫
困区县，每年财政帮扶资金不少于300
万元。

在当时，这种“输血式”扶贫虽是不
得已而为之，却行之有效。这一阶段后，
鲁渝扶贫协作进入到“输血”与“造血”并
重阶段。

“不仅要看出了多少钱、派了多少
人、给了多少支持，更要看脱贫的实际成
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是
衡量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要标尺。

看成效，一把尺子量到底。
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几年前，

城口县北屏乡松柏村村民们搬到了山
下，留下20余座无人居住的老房子。今
年，在挂职城口县副县长的山东干部李
建成牵线搭桥下，一支来自山东临沂的
创客团队走进大巴山，让废弃老木屋焕
发了生机。

划重点，聚焦最后硬骨头。
重庆脱贫的硬骨头在哪？彭水县是

其中之一。初冬，该县保家镇5000多亩
白茶基地里，务工群众穿梭忙碌，这是山
东省聊城市和彭水县共同打造的鲁渝协
作（白茶）项目。“我在这里做些轻松活
儿，每个月有1400元收入。”70岁的村民
高绍云一边锄草，一边笑呵呵地说。

再深化，结对帮扶心更近。
鲁渝“亲戚”越结越多——除14个

地市结对帮扶重庆贫困县之外，山东还
有上百个乡镇、154家企业、163所学校、
88家医院加入“鲁渝协作大家庭”，累计
结成携手奔小康对子650对。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绷紧弦、加
把劲。

今年，山东支援我市的资金投入已
超8.7亿元，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遭
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大家都在过紧日
子，但山东对口帮扶重庆的资金只增不
减。”挂职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
委副主任、市扶贫办副主任的山东干部
赵锋说。

产品卖了 身体好了 工作稳了
结合群众所急所盼，“鲁渝有

约”在“两不愁三保障”等方面取得
突破

2019年以来，鲁渝扶贫协作工作重
心向“两不愁三保障”倾斜。

不愁吃、不愁穿，关键还要靠产业。
前不久，记者走进酉阳县黑水镇大泉村，
上百亩稻田映入眼帘。一位村民从稻田
中捞起一个网笼，里面有十几只大闸
蟹。这个山东东营对口帮扶的重点产业
项目，让黄河口大闸蟹跨越千里，在酉阳
繁衍生息。“每亩年利润按1.4万元计算，
农户可分红1400元，再加上550元的土
地租金，每亩年收益就有1950元。”大闸
蟹养殖户彭仕兵说。

产业发展起来后，如何让产品卖得
出、卖得远、卖得好，消费扶贫就是“下半
篇文章”。

眼下正值奉节脐橙上市初期，12月
6日，万吨奉节脐橙进山东活动在青岛正
式启动，预示着新一轮消费扶贫拉开了
帷幕。奉节还同青岛东方鼎信国际农副
产品交易中心签订了1.8万吨的奉节脐
橙销售合作协议，同时进一步深化与济
南堤口果品批发市场合作，有效实现了
品牌资源和市场空间的整合。

“这样揉一揉，舒服多了……”农历
大雪，在武隆区中医院小儿推拿特色门
诊，正在接受推拿治疗的患者家长，笑着
与济南市支医专家王锡交流感受。据了
解，为提升重庆贫困区县医疗技术水平，

山东省先后派出1000余名医疗专家在
我市武陵山区、秦巴山区开展“组团式”
医疗帮扶。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贫困户
外出务工受到冲击。酉阳县龙潭镇丹泉
村村民冉俊松一家愁眉不展时，县人社
部门工作人员上门为其办理赴山东工作
事宜。3月底，冉俊松和另外77名贫困
户一起坐上了前往山东的专车。

现行脱贫任务完成后，如何帮一把、
送一程，让脱贫成效立得起、稳得住？

武隆区堰塘村毗邻天生三硚、龙水峡
地缝、仙女山等知名景区，却一度是个贫
困村。给资金、出点子、打通翻山路、扮靓
村里景、民房变民宿……济南市帮扶工作
人员“借力使力”，把周边景区旅游人气引
过来。今年国庆小长假，贫困户陈建斌的
农家乐进账3万元，他盘算要扩建：“腾出
原来的厨房，可以多接5桌客人。”

出台政策 建立基地 拓展市场
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鲁

渝有约”让山东也收获良多

协作是两个地区在要素禀赋等各个
方面的取长补短，要实现双赢，才是可持
续发展的扶贫。

在重庆市发改委挂职的山东干部宋
海明看来，产业扶贫，既要让企业家获
利，也要帮助当地民众脱贫致富，否则就
没有持续性和生命力。

正因如此，重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对引进的山东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项
目补贴；山东省籍居民到贫困区县景区
旅游，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享受景区
门票优惠。此外，鲁渝两地还达成协议，
对扶贫协作重点领域和山东企业在渝开
展扶贫协作项目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以政策为指挥棒，鲁渝东西部扶贫
协作逐步由刚起步时东部单向帮扶西
部，拓展为在对口帮扶框架下东西部双
向互动、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重庆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充足的
劳动资源、广阔的土地资源，这对企业来
说就是商机。”山东金秋农牧公司董事长
贾正国告诉记者，借鲁渝扶贫协作之机，
公司打开了重庆和西南市场，在万州建
立起了芦花鸡繁育基地，目前已有种鸡
两万余只，年出栏量100多万只。

“第一期投入830万元，其中项目补
贴资金就有380万元。”贾正国说，重庆
山地多，适合鸡散养，且有消费市场，他
对这个项目信心十足，预计明年的出栏
量能达到500万只以上。

这几天，滕州恒裕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恒涛正准备到丰都发放种薯。滕
州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借助鲁渝
扶贫协作的机遇，公司仅用两年便在丰
都发展起两万亩脱毒马铃薯，准备3年
内扩大到10万亩。

过去两年，鲁渝两地文旅部门策划的
“十万山东人游重庆”活动在旅游业界风
生水起，山东旅游风向标旅游联盟秘书长
王新兵看到了市场契机，借机把业务做得
顺风顺水，“重庆有大山大河，山东有大海
和孔孟，两地互游是一片新‘蓝海’。”最
近，王新兵接连送了三批山东游客到重庆
巫山看红叶、游三峡，又抓紧策划重庆人
游山东的相关活动，忙得不可开交。

“如果说过去扶贫协作是东部‘帮
扶’西部的色彩较浓，那么今天双方外部
与内部条件都已发生变化，我们要站在
新的平台，用新的理念去思考，以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
引领合作的大方向。”市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产业对接 劳务合作 志智双扶
“鲁渝有约”工作创造出的这

些亮点，成为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
的宝贵经验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
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
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
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目标的大举措。

近年来，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鲁
渝扶贫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

数据最有说服力：
10年间，两地党政领导同志进行了

15次互访并召开高层联席会议，14个区
县党委、政府和15个市级相关部门每年
均赴山东调研对接，合力推动鲁渝全方
位合作；

10年间，山东累计向重庆投入财政
援助帮扶资金24.2亿元，实施援建项目
1770个，动员社会力量捐款（含捐物折
款）近4亿元。

10年间，山东与重庆大力实施消费
扶贫行动，重庆市14个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区县认定扶贫产品7095个，价值170
亿元以上，覆盖带动贫困人口30万余人。

……
目前，重庆已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

困，现行标准下全市累计动态识别的
185.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4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13832元；

“十三五”期间，18个贫困区县GDP年均
增速为8.2%。

对鲁渝扶贫协作，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给予了充分肯定，在2019年度
国家脱贫攻坚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中，
山东和重庆均位列“好”等次。

相知无远近，千里梦同心。展望未
来，鲁渝扶贫协作将向鲁渝全面合作拓
展，携手奋进新时代，续写发展新辉煌！

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
——鲁渝扶贫协作十年交出优秀答卷

□通讯员 陈正策 张力

“最近钰彤的情况怎么样？生
活、学习都还顺利吗？”12月11日，
綦江区郭扶镇党委书记罗雨又一次
拨通了现住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的
綦江市民梁宇的电话，询问他所关
心的一个贫困户孩子梁钰彤在中山
的学习生活情况。

梁宇是梁钰彤的姑姑。电话那
头，她不住地向罗雨道谢：“钰彤一
切都好！真得感谢罗书记，帮忙解
决了钰彤上学的大问题。”

梁钰彤在中山市南朗镇上学，
罗雨帮了什么忙，让她的姑姑连
声感谢呢？事情还得从半年前说
起。

今年6月，罗雨前往郭扶镇狮
子村建卡贫困户梁大飞家中走访。
梁大飞于2011年患多发性神经纤
维瘤。2018年、2020年，他的病情
两次加剧。妻子于2009年失联后，
一直音信全无，留下一个12岁的女
儿与他相依为命。

“最近娃儿上学遇到点问题。”
交谈中，罗雨了解到，由于梁大飞长
期患病，无力抚养女儿梁钰彤。去
年2月，他的妹妹梁宇把梁钰彤接
到了中山市南朗镇，并转到当地一
私立小学就读。今年9月，梁钰彤
要升初中，但因为是重庆户籍，她无
法就读当地公立中学，如果读私立

中学，费用较高，梁宇很难承受，梁
钰彤面临失学风险。

“你放心，一定会有解决办法
的，我们肯定不会让孩子失学。”面
对一筹莫展的梁大飞，罗雨鼓励他
坚强一些，并表示镇党委政府和村
支两委将全力给予帮助。

回到镇里，罗雨布置成立专项
工作组，一边为梁大飞脱贫做好对
接帮扶，一边想办法解决梁钰彤的
上学问题。

“尊敬的锐濠书记：值此全国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际，我镇一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孩子入学相关事
宜，希望得到您的支持……”7月15
日，罗雨致信1300公里外的中山市
南朗镇党委书记刘锐濠，希望搭建
沟通协作渠道，让梁钰彤在南朗镇
公立中学上学。

没过多久，罗雨就收到了南朗
镇的反馈。刘锐濠表示，他将亲自
督办，在9月新学期开学前解决梁
钰彤的入学问题。郭扶镇工作组也
持续跟进，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将梁
钰彤列为政策照顾对象。

今年9月，在两地党委政府的
共同努力下，梁钰彤顺利进入南朗
镇一所公立中学就读，并享受了生
活费补助的政策。罗雨表示，郭扶
镇将保留工作班子，定期关心梁钰
彤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促进她健康
成长。

渝粤两个镇展开教育扶贫接力——

跨越1300公里
帮助一个贫困孩子上学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郭浏婷
通讯员 陈永建

近日，巫溪县胜利乡健农村百
亩巨菌草牧草基地里，农户们正忙
着收割、粉碎、打包牧草，一摞摞牧
草整齐地叠放在田坎边，等待送往
就近的畜牧养殖场。

“这是今年第二轮收割了，大约
可收200吨，收入预计在10万元以
上。两次收成扣除租地和务工费
用，今年农户靠着这一项产业，人均
收入就在5000元以上。”健农村驻
村第一书记汪兴建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

然而在几年前，健农村水田坝
土地闲置严重，草比人高，灌木丛
生。

“这成了村社干部和村民心中
的一根刺。”汪兴建说，水田坝因经
常漫水而得名，特别是到了汛期，坝
内沟渠堵塞，水流不畅，经常淹没田
里的农作物，造成收成锐减。因此
种地的人也越来越少，百余亩耕地
就这么闲着，甚是可惜。”

2019年，在健农村村支两委和
驻村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市
教育帮扶集团安排专项资金20万
元用于水田坝土地整治、沟渠整治，
于今年3月8日完工并投入使用。

整治后的土地如何发挥经济效

益，帮助农户增收？健农村在优先
满足村民自种的基础上，经过多方
咨询、资料查阅，终于确定种植优质
牧草——巨菌草，通过“成片代耕”

“集体寄耕”“产业转耕”三种耕种模
式发展，并与种植大户签订合作协
议，既方便了业主发展产业，也让农
户吃下了“定心丸”。

今年3月，水田坝完成巨菌草
首轮播种；8月初，完成第一轮收
割，当季收成产值万余元。

种植大户唐成清说：“在闲置地
完成土地整治的基础上，我们种植
巨菌草就省事多了。大家都非常看
好这项产业的发展前景。”

首轮试种成功后，村里召开村
民大会，决定扩大种植规模。如今，
健农村已种植巨菌草近200余亩。

“经过大力整治，以前的杂草荒
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草场，看着就让
人心情舒畅。”农户王洪德高兴地
说，“现在不需要出远门，就可以在
牧草基地就近务工，不仅能照顾一
家老小，每天还有110元的务工收
入，一年下来，能挣1.3万余元。”

接下来，健农村还将建立村级
专业合作社，更大限度整合土地资
源。村级专业合作社直接与承包土
地业主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既方便
业主经营管理，也让全村产业发展
更加规模化、系统化。

巫溪县胜利乡健农村：

闲置土地种牧草 复耕复绿效益好

山东威海市参与援建的云阳县盘龙街道三峡阳菊基地扩展项目，阳菊喜获丰收。
（市扶贫办供图）

吟诗品橙到奉节
又是一年橙香时，奉节邀你吟诗

品橙。
12月14日，融入诗词文化、消费

扶贫和绿色发展等内容主题的2020
第四届“中国·白帝城”国际诗歌节在
奉节盛大开幕。

“天工韵诗、造物韵蜜、时光韵流、
巅峰新唱”……一个个唯美画面，一首
首优美的诗歌，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
场文化与艺术的盛宴。

从2017年以来，奉节每年举办一
场诗歌节，上演诗歌艺术的盛会，再现

“行到三峡必有诗”盛景。

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诗城乘着诗歌走出夔门

中国是诗的国度，各地大大小小
的诗歌节不少，为何奉节还要每年举
办一届诗歌节呢？

“这与奉节的资源禀赋有关。”奉
节县委书记杨树海表示，奉节古称“夔
州”，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行到三峡必
有诗”。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夔州任刺
史时，深受当地民歌的感染，写下《竹

枝词》；杜甫登上白帝城最高台一览夔
门，于是有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
长江滚滚来”的千年一叹；而诗仙李白
三次经过瞿塘峡，留下“两岸猿声啼不
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古绝唱。

十九大进一步对文化自信指明了
方向，让奉节利用好诗词歌赋，发展绿
色经济的思路更加清晰。正因如此，
举办诗歌节提上议事日程。

2017年，奉节县积极争取，被中
华诗词学会命名为中国唯一的“中华
诗城”。这也是直接促成奉节举办诗
歌节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8年，第二届“中国白帝城”国
际诗歌节主题为“好山好水好风光，有
诗有橙有远方”，再次强化奉节脐橙品
牌。

第三届诗歌节赋予了更多的文旅
融合、农旅融合元素，如“好山好水好
风光”山水摄影展览及论坛、“三峡原
乡”国际美食节活动、举行全国旅行社
签约及座谈会等。

前三届诗歌节的举办，使奉节文
旅融合的步伐更加快速、诗词情怀更

加浓厚、经济效益更加明显。

一幕诗梦千年
感受诗歌穿越千年的心灵碰撞

在前三届诗歌节的积累之上，2020
第四届“中国·白帝城”国际诗歌节暨绿
色发展·消费扶贫大会如期在奉节举行。

在诗的方面，主办方奉上了一台

以诗词文化为主题的开幕式晚会，晚
会分为“天工韵诗、造物韵蜜、时光韵
流、巅峰新唱”四个篇章，以歌舞、杂
技、情景表演等形式，让观众感受诗歌
穿越千年的心灵碰撞，感悟“三峡之
巅、诗·橙奉节”的魅力。晚会上，主办
方还对前期举办的才子佳人诗词挑战
赛、诗词大赛获奖选手进行颁奖，并接

受《归来三峡》诗词研学基地授牌。
在橙的方面，结合消费扶贫，奉节

将举办“2020 中国（奉节）柑橘全产业
链协同发展大会暨第二届中国·重庆
奉节脐橙国际橙博会、奉节脐橙开园
节”等系列活动。近年来，奉节县大力
发展脐橙产业，“奉节脐橙”已荣获地
理证明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国家级
荣誉，品牌价值达到182.8亿元，跻身
全国橙类一流品牌。

此外，结合绿色发展奉节县还将
举办眼镜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聚
焦眼镜产业开展深度探讨和多方洽
谈，推动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的聚合
与交流，助推眼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擦亮金字招牌
再现“行到三峡必有诗”之盛景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诗歌节正
在成为奉节的“金字招牌”，让奉节开
启“诗城新时代”。

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即使受到
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奉节县旅游
综合收入也已突破100亿元，过夜游

客达到112万人次，景区购票人次达
到145万，旅游发展的三项指标保持
两位数增长——到奉节去，到诗城去，
正在成为一种热门选择。

近年来，奉节县坚持文化铸魂，保
护和传承奉节悠久的诗词文化、三国
文化、三峡文化等特色文化，扎实推动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积极将文化元素
融入旅游景区建设、旅游活动开展、旅
游商品开发，推动“优秀文化资源”活
化为“特色旅游资源”。

奉节打造了竹枝词主题公园，将
“李白轻舟”“登高看秋”“危石鸟道”
“桃源深处”等诗意场景进行物化，营
造经典的诗意；对县城建筑物进行风
貌改造，建设滟澦风情街，让诗意的灵
性融入日常生活，营造鲜活的诗意；深
入推动“绿满夔州·花漾奉节”行动，建
设鲜花一条街，让人们推窗可见绿、开
门可揽花，营造浪漫的诗意。

“行到三峡必有诗”的千年盛景，
正在奉节重现。

王琳琳 刘聪
图片由奉节县委宣传部提供

2020第四届“中国·白帝城”国际诗歌节暨绿色发展·消费扶贫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