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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王海林起了个大早，匆匆洗漱完毕后，忙不迭往城里赶。
这一天，是奉节县永乐镇白龙村光伏电站项目开标的“大日子”，作为镇
党委书记的他当然要现场见证。

王海林忙碌的同时，白龙村党支部书记刘必勇也没闲着。几天后，
重庆蜀江楚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在村里打造的观光农业园区就要迎来
第一批约500名客人，他得去确认路线和流程。

深秋，本是农闲时节，可白龙村的繁忙更胜春夏。谁能想到，这样一
个朝气蓬勃、蓄势待发的偏远乡村，在几年前却是经济上不去，生活不方
便，村民怨气大的“后进村”，饮水问题、道路问题等使他们深感压力山
大。

11月1日，带着一股脑疑问，重庆日报记者来到白龙村，探寻该村的
乡村振兴之道。

与其给钱给物
不如建个好支部

刘必勇今年35岁，当过兵，创
过业，两年前被镇里作为人才放到
了白龙村担任党支部书记。

这不是个轻松活，尤其是在白
龙村这样的市级贫困村，全村幅员
面积达15.9平方公里，地形复杂，贫
困发生率超过10%，既要走好脱贫
攻坚的“最后一公里”，又要打牢乡
村振兴的“最先一公里”，可谓难上
加难。

“记得以前开会的时候，下边群
众闹哄哄，每次开会都像批斗一样，
基本上都会不欢而散。”他回忆说。

只有实干，才能改变村民们的
看法。

脱贫攻坚战开始后，白龙村的支
部力量大幅充实。中国三峡集团先
后派来了徐磊及周先慧两名第一书
记，县人大派来了文档科科长曹路驻
村，村支两委的平均年龄降至35岁，
既懂政策，又懂基层，既充满活力，又
不缺经验，朝气蓬勃，志气满满。

刘必勇告诉记者，走访几个月
后，村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会场变安
静了，村民能够听得进去干部发言
了。这转变，包含着白龙村村干部
不忘初心的坚守和日复一日的勤勉
工作。

有了群众基础，工作便好开展
了许多。通过走访调查，刘必勇摸
清了白龙村的“家底”，这里地处大
山缓坡处，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因
多年缺水，群众吃远水吃脏水吃尽
了苦头。每到会上，谈起喝水问题
村民怨声载道。

两年来，村里争取到了150万
元的专项资金，用于解决村民的饮
水问题，共修建了5口共计2100方

人饮水池。
谈到村里的路，刘必勇说：“过

去村里的路实在是太旧了，每到下
雨，真是一脚泥一脚水，村道被淹
没，车过不到，村民出行很艰难。”

而今这种状况已经改变：从2018
年以来，村里共投入资金近2700万
元，完成道路硬化近13公里，还有
近10公里正在施工，行路难的问题
得到了有效解决。

与其坐等援助
不如向市场要效益

没有集体经济的村，就像无源
之水。

“过去，白龙村就是这样。”王海
林说，仅靠少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连
基层组织运转都较困难，发展农村
公益事业、为村民提供服务更无从
谈起。

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给白龙村
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两三年前，
奉节县按照“政经分离，集体所有，
市场导向，改革创新”的总体思路，
统筹资金1.664亿元，注资支持村集
体经济发展。

白龙村抓住机遇，让村集体经
济有了依托。

具体操作是，成立村集体经济
组织联合社，以公司形式运作，董事
长由村支书刘必勇担任，总经理则
由村主任胡术浩担任，此外还有以
村民代表冯维富、黄古权为代表的
监委会，负责对联合社的资金、账务
进行监管。

去年4月至今，联合社承接了
7、8个农村小型项目，净赚3万多
元，集体经济实现了“零”的突破。

“哎，别谈了，由于缺少经验，其
实没有做好。”刘必勇摆摆手。

庙梁子水池是联合社实施的一

个基础设施项目。水池建在半山
腰，材料运输是个麻烦事。本来，修
一条人行便道就能有效解决的事，
缺少经验的联合社硬是选择了用泵
车拖、用骡子驼、用人工背，多花了
一万多元工钱。好不容易运上去后，
又发现材料运输的次序不对，先运上
去的水泥和河沙把路口都挡住了，
又多遭了些钱，“如果计算好的话，
这些钱本应是联合社的利润……”
刘必勇悻悻地说。

尽管如此，村民该得的工钱可
是一点都没少。八社贫困户袁维宗
每年收入只有八、九千元，但断断续
续修了两个多月的水池后，他便挣
得了1万多元工钱。

“谁家有个生疮害病，集体经济
就能发挥临时救助的作用，防止返
贫。”刘必勇说，“等到光伏电站投入
使用后，每年又能为村集体带来十
多二十万元的收入，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的底气更足。”

与其政府大包大揽
不如鼓励村民自治

基层治理的过程中，老百姓的
参与度非常重要。在白龙村，村民
自治以6个协会的形式进行着。

6个协会实际上就是6支志愿
队伍，包括环境卫生、红白理事会、
文化艺术、用水等，让老百姓管理自
己的事情。

环境卫生协会是最早成立的，
共有32名成员，白龙村妇联主席金
美担任会长。

“环境卫生是最让人头痛的问
题。”金美说，“以前常常是村支两委
弓起背背干，老百姓抱着膀子看，再
怎么突击，没有他们的参与，十天半
个月就脏了。”

于是，环境卫生协会成立起来，

每个月两次大扫除，清理存量垃圾、
清理边沟和重点院坝，清理的同时
还劝导老百姓积极行动起来，效果
逐渐显现。

白龙村九社村民袁维海原来并
不支持环境卫生协会的工作，志愿
者上门打扫他家院坝时，他还大言
不惭“自家的院坝我想怎么弄就怎
么弄，你们管不着”，但志愿者们不
管，每一回都把他家的院坝收拾得
干干净净的，他也不好意思乱扔垃
圾了，生活习惯有了很大的改观。

红白理事会成立的目的是不整
“无事酒”，是个得罪人的自治组织，
没什么人愿意干，一社社长冯维富
自告奋勇，担起了会长的职责。

“为啥呢？还不是过去深受其
害。”他没好气地说，“一百两百拿不
出手，三百是起槛，所以就算是能推
的都推了，一年也要花上万块（礼
金）。”

在白龙村，比老冯“栽得深”的
大有人在，有人甚至因此而负债。

红白理事会成立后，整“无事
酒”的现象少了。“我们规定，除了婚
丧嫁娶之外，不能以任何名义‘整
酒’，同时只要一发现有‘整酒’的苗
头，我们立即加以劝导。”冯维富说。

今年8月，村民张昌毅想整“开
学酒”，老冯听到消息后立即上门进
行了劝导，对方无奈取消。一个月
后，村民谭中福又准备搞“搬家酒”，
也在老冯等人的劝说下打消了念头。

“真有不听劝的，怎么办？”
“那就把菜端了。”老冯答道，一

屋子人都笑了起来。

与其“撒胡椒面”
不如“集中力量办大事”

坚实的产业，不仅是脱贫攻坚
的保障，也是乡村振兴“后手棋”的

关键。
“放在过去，也许我们就把产业

资金发下去了，但是这样的效果并
不见得好，市场经济最忌平均主
义。”白龙村第一书记周先慧说，“村
里决定把集体资金利用起来，联合
村民搞一个精品小水果园，以‘三变
改革’的形式。”

精品小水果园以联合社和23户
农民为主体，主要种植葡萄、李子、枇
杷、桃子等，意在实现农旅融合。其
中，联合社出资金，而农民则以土地
入股，每一亩土地算一股，产生效益
前每亩地每年分红700元，而产生效
益后则按股份多少进行分红。

一些村民已因此而受益。四社
贫困户周成国将自家7亩地流转了
出来，一次性获得了5年的流转金
近2.5万元，他和妻子都在水果园务
工，每月工资近5000元，家里一举
摘掉了“穷帽”。

“这只是我们建设‘三峡第一
村’的其中一个项目。”王海林告诉
记者，白龙村地处瞿塘峡口，与白帝
城、“归来三峡”景区隔江相望，地理
位置十分优越。由此，县里决定在
这里建设“三峡第一村”，以三峡绝
美山水为背景，以诗意田园为特色，
打造5A景区，实现“文化、景观、产
业、度假、扶贫”等5个方面的升级。

“明年，白龙村就将把扶贫资
金、产业振兴资金集中起来，建设白
腊坪田园综合体、精品水果采摘园、
脐橙公园和坐享‘脐橙’等四大产业
园，你到时候再来看看，肯定大不一
样。”他的话语里满是期待。

记者采访结束时，已是斜阳西
下。落日的余晖洒在了村民脸上，
他们三两交谈，拉拉家长里短，屋
内灯光摇曳，欢笑声和孩童嬉闹声
不绝于耳，白龙村的美好未来充满
希望。

支部强力，村子整体面貌就欣
欣向荣，支部孱弱，村子就会死气沉
沉。上周，记者在渝东北农村调研
时，又一次通过对比加深了这个认
识。

比如，在白龙村，记者深刻感受
到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和谐关系，
感受到党员奋勇争先，群众踊跃跟进
的氛围和劲头。而在另一个贫困村，
有的干部不思进取，有的干部创新不

多，甚至跟不上村民们日益增长的发
展需求，矛盾当然就多。

“群雁高飞头雁领。”对于广大农
村而言，什么是“头雁”？当然就是村
里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党员干部。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
大家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共识，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是，党员干部在脱贫攻
坚征程中，始终冲锋在前，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在白龙村，带头发展脱贫

产业，冲在前面的是党员干部；在深
山老林中寻找水源，冲在前面的还是
党员干部；劈石开山修公路，冲在前
面的仍是党员干部……正是有了他
们冲在前面，才有了群众同心协力谋

求脱贫致富的举动。
群众欢迎好支部，还因为党员

干部时时掏出心来。工作做到了群
众心坎上，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主动性、创造性就会被激发出来。

现在，各地都在加强基层党组
织建设，还向贫困村派驻了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如果这些“头雁”都到
领飞的作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道路上，何愁不出现一幕幕群雁振
翅翱翔的亮丽风景。

头雁引领 群雁才能高飞
□颜安

本报讯 （记者 颜安）产业扶贫
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也是巩固脱
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的长久之计。
近日，记者从市扶贫办获悉，全市脱贫
攻坚以来尤其2017年下半年以来，我
市不断提升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的融
合度，完善减贫带贫机制，产业扶贫效
果开始显现。

在产业扶贫中，我市产业扶贫大
力实施优势特色产业、乡村旅游、农产
品电商、农产品加工、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扶持等“五大扶贫行动”，推进“一村
一品”建设，指导贫困村因地制宜确定
了1—2个扶贫主导产业。万州区在
贫困村发展集中连片产业基地500
亩，近8万贫困人口直接或间接参与
产业扶贫项目；开州区按照“高山种药
材、中低山养山羊、平坝栽柑橘”的扶
贫产业布局，培育北部山区及135个
贫困村中药材特色产业带，打造山楂、
厚朴、金银花、木香、杜仲等中药材种
植基地10万亩，龙头企业以产业链引
领，农户以土地入股，扶贫资金给予补
助，联合建设中药材基地的办法，在贫
困地区建立中药材基地达到22万亩，
使受益贫困农民达到3.2万人。

与此同时，我市支持龙头引领，延
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建立完善“政府
引导、景区（龙头）带动、集体经营、农
户参与”的农旅融合新机制，支持引导
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和参与乡村旅游，提高产业规模
化、组织化、市场化程度，让贫困群众分
享产业链、价值链受益。例如，石柱县
石家乡引进石龙山庄龙头企业，通过农
产品订购、劳务用工和分红等方式，带
动36户贫困户户均增收2314元；城口
县“大巴山森林人家”、山神漆器、老腊
肉、山核桃等乡村特色的旅游商品日
益响亮，对贫困区县的59个品牌农产
品企业首批授权，“巴味渝珍”全市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向全国推广。

此外，我市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培
育壮大，农产品品牌持续扮靓做强，通
过培育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拓
展订单生产、股份合作、收益分红等方
式，将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农户联结
起来。截至目前，已培育市级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20个，开展农业
企业扶贫对接活动，组织1833家涉农
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在18个贫困区县
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7328个，带动贫
困户23.28万户次。

我市产业扶贫
效果开始显现

奉节白龙村：

一个市级贫困村的乡村振兴探索
本报记者 张国勇 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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