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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态扶贫态扶贫

收获收获““美丽美丽””与与““富裕富裕””
罗 兰

“至若暮秋之际，霜染层林。锦霞灿
灿，金风飒飒，落叶满江村。万千金蝴
蝶 ， 漫 天 起 舞 ， 片 片 黄 金 毯 ， 匝 地 横
陈。”有人在诗词中这样描述云南腾冲的
银杏村。“村在林中，林在村中”，银杏树
古老而古朴，有声而有息，隐于群山环
抱，现于农庄炊烟之间，让这个小村庄显
得古朴和深邃。

银杏村拥有天然连片的银杏林 1 万余
亩，3 万余株。其中，树龄 1000 年以上的
十余株，500 年以上的有 400 余株，400 年
以上的 740 余株，200 到 300 年的 1000 余
株，30年以上的1800余株，20年以上的有
4200株，全村年产干银杏果55万余斤。

大自然恩赐了宝贵的资源，但银杏村
地处边远、交通不便，资源优势长期得不
到利用发挥，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极为艰
苦。2007年前，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520人，占总人口的 70%，相对贫困 1440
人，占 40%，绝对贫困 1080 人，占 30%，
由于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在当地甚至
流传着“养女嫁入银杏村，不如推下天生
江”的说法。

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独特的生态资源，
秉承以人为本、道法自然的理念，大力发
展旅游业，让原住居民尽快脱贫致富？
2007 年，在政府的引导帮助下，银杏村 8
户群众先试先行开办农家乐，揭开了乡村
旅游发展的序幕。

银杏村充分开发银杏这一生态优势资
源，从开展银杏深加工到开办农家乐，再
到综合开发旅游资源，成功实现了“银杏
树产业链”的延长。同时，坚持旅游扶贫
并促进精准扶贫，景区招收员工，首先考虑
贫困对象；扶持产业发展，优先考虑贫困对
象；实施项目建设，重点安排贫困对象……
一系列的措施都在努力促使乡村旅游成为
乡村发展和村民脱贫致富的广阔平台。

通过努力，银杏村群众收入有了明显
提高，2015年全村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1361 元，同比增长 18%；社区建档立
卡贫困户由原来的726户减少到7户，贫困
人口由 2520 人减少到 29 人。2016 年接待
游客 40 余万人，实现旅游收入 1000 余万
元。目前，全村具备接待能力的农家乐
142户，每年旅游旺季可解决就业600余人。

村道两旁摆摊设点，销售各种本地产品和各种旅游商品的人员多达千人。
银杏村依托良好的生态发展旅游业，依照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所

有建筑都与生态风貌相吻合，开餐馆建民宿，带动本村村民脱贫致富。
银杏村《村规民约》规定：村民盖房子必须绕开银杏树；新娘嫁到村里
来，必须种一棵银杏树。

发展生态旅游之前，银杏村陈家寨的李庆英家门前是泥泞的土路，
吃水要到几里外的山里挑，仅靠种自家的两亩地来维持生计。发展旅游
以后，门前的土路变成了笔直开阔的银杏大道，李庆英开办了农家乐，
并在政府的资金补助下开了宾馆，年收入翻了两番。她坚信，自家的日
子会越过越富裕，越过越美好。

生态造林收获双赢

长久以来，经济增长与生态保
护在许多地方的发展中似乎不可兼
得。在新时期，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
优化并行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正成为
众望所归。目前，许多贫困地区都探
索出了一条经济、生态双赢的新路
子。

今年，宁夏西吉县扫竹岭的绿
化工人李祥日子过得特别滋润。每
天挖坑栽树能给他带来 120 元的收
入，前不久，他还把自家地里 500
株云杉苗木拉出来卖了个好价钱。

李祥的福气，得益于西吉县扫
竹岭造林绿化工程示范区、宁夏回
族自治区林业厅、固原市政府等联
合启动的六盘山 400 毫米降水线造
林绿化工程。该工程造林用苗全部
采用当地苗圃生产的良种壮苗，预
计规划区苗农苗木收入将达10亿元
以上，优先使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苗木；工程建设使用当地劳力，规
划区百万人劳务收入将达近 10 亿
元，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将转为护
林员。

这种将生态治理与精准扶贫结
合起来的创新机制，有效提高了群
众保护生态的积极性，并成为贫困
农民致富的“绿色帮手”。当地群
众可通过发展优势特色经济林、林
下经济、家庭林场等增收致富，还
可通过参与生态林业建设就近打工
挣钱。与此同时，六盘山的区域生
态环境及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功能
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实现了贫困户
脱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的
双赢。

“用当地的苗木绿化山川，让

当地的老百姓挣我们造林的钱。”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厅长马金元
表示，“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
主要的想法还是助推精准脱贫，化
解苗木过剩产能，推进林业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如今，这种机制已在山西、贵
州、云南等多个地区推广，各地因
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
牧则牧，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农民脱贫致富与当地生态环境改善
形成良性循环。

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日前在
全国林业扶贫现场观摩会上指出，
做好林业扶贫工作，必须充分发挥
林业行业扶贫优势，契合贫困地区
脱贫需求，有效激发贫困户内生动
力；必须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
神，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和创
新，创造新经验、新模式、新办法；
必须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整体作战，
合力推进，综合施策。

生态旅游开启新模式

除了通过生态建设带动当地居
民脱贫致富，在生态环境较好的地
区，充分发挥出当地生态产品的优
势，也是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的重
要途径。如今，湖南桂东就利用其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打出了一张

“生态旅游”的扶贫牌。
桂东县是湖南首批全国全域旅

游的示范区，森林覆盖率达 85%，
是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多次检测认定
的世界上负氧离子含量最高的地
方。日前，“桂东在高处，山水氧
天下”旅游扶贫全国主流媒体桂东
行采访活动在湖南郴州桂东举行，
全国 70 余家主流媒体记者聚集于

此，揭秘“旅游扶贫”桂东模式。
“目前，桂东对全县102个村的

旅游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将青竹
村、流源村等12个村定为一类旅游
扶贫示范村，将贝溪村等35个村定
为二类旅游扶贫村，其余55个村定
为旅游扶贫服务村。”桂东县委副
书记、县长伍志平表示，“要避免
各乡村旅游村城镇化、同质化、粗
放化，要做到一村就是一个景区。”

金洞村位于桂东县城东北部。
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利等多种
因素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但依靠其丰富的红豆杉资源优
势和宜居的环境优势，金洞村正在
开展乡村养生、休闲避暑等旅游项
目建设，给当地村民带来丰厚的经
济收益。

村民钟汉明就开了一家农家

乐，他高兴地表示，自从搞了农家
乐等旅游产业，拓宽了大家以往种
植药材和苗木等单一的收入来源，
现在年收入翻了好几番。

近两年，桂东旅游产业带动贫
困户直接脱贫每年达到1.8万人，直
接带动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800 元以
上。2017 年，桂东被省扶贫办、省旅
发委列为湖南旅游扶贫示范县创建
单位。

根据国家旅游局和国务院扶贫
办商定的结果，“十三五”时期，
中国计划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
17％ （约 1200 万） 贫困人口脱贫。
这种把促进旅游业发展放在生态文
明建设的突出位置来抓的方法，坚
持在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走
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
调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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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中 国 提 出
“精准扶贫”理念
后，有针对性地
解决贫困地区居
民的脱贫问题已
成为新时期扶贫
的重要内容。在
精准扶贫的多种
方式中，生态扶
贫是一种意义多
元、潜力巨大的
新模式，在解决
了不少居民贫困
问题的同时，也
为 保 护 生 态 环
境、创造生态效
益做出了贡献。

贫困农户贫困农户有了有了““绿色助手绿色助手””
汪泽方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党的
十九大报告庄严承诺，让贫困人口
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
康社会。报告明确给出时间表：确
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
真贫、真脱贫。

自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
得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

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10.2%下
降到4%以下。当前，在脱贫攻坚战
的决胜阶段，生态扶贫能实现双
赢。

生态扶贫是一个基于现实生态
危机和贫困人口状态而做出的理性
选择：中国大多数贫困地区都存在
着土地荒漠化、石漠化等生态问
题，那里的资源与环境承载力较为
低下，发展难以为继。对这些生态

脆弱的贫困地区，不能只顾“金山
银山”而罔顾“绿水青山”，使原
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生态扶贫就是要强化“绿水青
山”，最终把“金山银山”和“绿
水青山”结合起来协同发展。正如
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开展国
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
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
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
林还草。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
休耕试点，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
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市场化、
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近些年来，国家在包括许多贫
困地区在内的地方开展了大规模生
态修复工程，比如退耕还林还草、
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石漠化
治理、防沙治沙、湿地保护与恢
复、坡耕地综合整治、退牧还草、
水生态治理等，在项目和资金安排
上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使当地
贫困人口通过参与生态保护和建设
获得了诸多收益。

还有许多贫困人口分布在生态
系统需要恢复和重点保护的地区，
比如水源地、防护林、动植物保护
区等。这些区域在发挥着“生态保
障”“资源储备”功能的同时，也
限制了当地人奔小康的作为。对
此，国家出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把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国家重大生
态工程项目和资金按照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要求向贫困地区倾斜，
将生活在生态重要地区、搬不走的
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转化为生态
保护人员、护林员，领取工资。

而在生态环境较好的贫困地
区，如何利用生态优势带动贫困人
口脱贫正成为许多地方探索的新课
题。

比如林业资源丰富的地区、自
然风光优美的地区、生态农业条件
优越的地区，都在大力发展林下经
济产业、循环经济、特色产业、旅

游经济等，在保护生态中发展，在
发展中保护生态。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基本方略之一，生态扶贫正是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场生动
实践。生态扶贫体制机制将不断完
善，最终通过“金山银山”减贫经
济效益与“青山绿水”长远生态保
护效益的有机统一，实现百姓富、
生态美！

题图：新疆姑娘在草原上快乐
地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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