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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8 日上午，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殷切
希望、凝聚着浙江人民深情厚谊的“白叶一号”茶苗冷
藏车，从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出发，于10月20日
上午运抵四川省青川县沙州镇青坪村。

2018年4月，黄杜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
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
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习近平总书记对捐赠白
茶苗一事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方面立
即落实，确定青川县等 3省 4县的 3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作为受捐对象。

本报记者近日专程到青川县采访。“习近平总书记
的恩情我们永不忘。浙江人民的深情厚谊，尤其是黄杜
村干部群众饮水思源、不忘党恩，为党分忧、先富帮后
富的精神，深深感染和激励着我们。”青川县县委副书
记、县长刘自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种活、种好、种出效益

一片阴雨连绵，远景被云雾所笼罩。记者驱车来到
青川县沙州镇青坪村“白叶一号”种植基地。呈现在记
者眼前的是一条条整齐的田垅，它们挂在坡度平缓的半
山腰上。近看发现，垅上的茶树苗长出了细细的嫩芽，
有的泛出了数片绿叶。

在现场指导茶园管护的青川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陈文
雨告诉记者，结合安吉“白叶 1号”茶叶生长特性和发
展规模，青川人邀请安吉县茶叶专家对重点乡镇逐一调
研比对，最终确定将1517亩“白叶一号”分别规划在沙
州镇青坪村 （1026 亩）、关庄镇固井村 （288 亩）、瓦砾
乡柳河村 （203亩）。

去年 7月下旬，浙江省安吉县溪龙乡茶叶技术专家
钱义荣带领杨学其、钟雪良、阮波 3位技术人员，在青
川开展了为期4天的“白叶一号”茶苗管护技术培训。

在现场指导中，钱义荣技术团队根据各个基地不同
的土壤、地形、环境和“白叶一号”茶苗生长情况，提
出了除草、施肥、开沟排水、病虫害防治等管护方案。
参加过培训的技术骨干对此次培训内容赞不绝口，认为
这次培训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回去后将带领管护队人员，按照老师讲解的办法，尽快
完成现阶段管护工作，并做好下阶段的管护工作准备，
确保“种活、种好、种出效益”。

青川县还邀请专家组制定 《青川县“白叶一号”
栽培管理技术规程》，选派县内茶叶技术骨干和项目村
干部到溪龙乡进行栽培管理技术培训。通过线下现场
指导、线上远程交流的方式，为茶产业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

记者采访时看到，茶树中套种了黄豆。青川县农
业农村局原茶办主任周远成解释说，这是从浙江引入
的种茶新技术，可以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
力，并且抑制土壤杂草。陈文雨向记者介绍说，这次

“白叶一号”茶叶生产基地建设，全面采用了现代农业
标准。

在一片片山坡地上，铺着一条条用于滴灌的塑料软
管。如遇到干旱天气或养分不足，软管可为茶苗输入水分
或营养液。这项种茶新技术给当地百姓带来不少惊喜。

针对青川县春旱多发的实际，青川县多次组织专业
技术人员，对 3个“白叶一号”项目区的供水情况进行
全面摸排，制定了抗旱保苗应急预案，由专人负责现场
监测。通过采取引水、提水、拉水“三管齐下”的办
法，目前茶苗成活率高，长势良好。

“我们要通过青坪村带动周边 4个村的茶产业发展，
把 5 个村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到 1 万亩，实现沙州镇万里
茶山。”沙州镇党委书记陈旭说，他们将怀着感恩的
心，把实事办好，让老百姓真正脱贫致富。

茶农们共享项目红利

“白叶一号”建设过程中不断创新投融资机制。按
照“政府投资建基础，企业投资建产业，贫困户茶苗折

资入股”的模式建基地，“白叶一号”项目预计总投资
2100万元，其中政府投入及茶苗折资1200万元，用于土
地整理、排灌渠系等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农业企业和组
建专业合作社，自筹资金 900 万元，用于土地租赁费
用、茶苗栽植及后续4年茶园管护。

陈文雨表示，“基地+公司+村集体+贫困户”的方

式让贫困户流转土地收租金、就地务工挣薪金、茶苗折
资得股金、委托经营拿酬金、集体收益分现金，共享项
目红利。1517亩茶园投产后，预计年利润可达 750余万
元，带动贫困户户均年增收4300余元。

关于“白叶一号”在茶农增收方面的作用，记者在
青川县关庄镇固井村采访时深有体会。

以前，固井村只能种一些土豆和玉米，每亩年收入
也就是二三百元，如果扣除劳动力成本和化肥农药等各
方面的投入，实际上这种传统的农作只能维持温饱，村
民想脱贫增收十分困难。

现在，固井村村民光在茶园除草一项工作，每个劳
动力每天的收益就有80元，一个劳动力3天的收益就超
过了以前整个一亩地的年收入。如果家里没有劳动力输
出，也有各种股金收入。在最忙的季节，本村劳动力不
够时，还大量雇佣附近村的劳动力，这就吸引了许多外
出打工的劳动力回流。

青川县还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创新“家庭
道德积分激励机制”。目前县里制定了 《“白叶一号”
茶苗受赠者道德积分考评机制实施办法》，将遵纪守法
好、孝敬老人好、子女教育好、环境卫生好等“10 个
好”，作为“白叶一号”茶苗受赠农户积分考评的 10个
指标，与基地减贫机制、“飞地”带贫机制相衔接，在
股权量化分红、集体收益分红中实行“股份+道德积
分”，让道德积分高的多分红，让道德积分低的少分
红，引导群众形成良好社会风尚。

村民对“白叶一号”充满信心

青川县种茶历史悠久，是“全国优势茶叶发展区”
“四川省重点茶叶发展县”“中国茶文化之乡”“中国名
茶之乡”。刘自强向记者介绍说，青川县七佛贡茶基地
是岷山山系三大茶叶基地之一，目前全县茶叶种植面积
达到28万亩，综合产值近14亿元。经中国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权威检测，青川七佛贡茶的茶多酚、氨基酸、
水浸出物指标表现十分出色，未检测出任何农药残留，
2016 年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
是当时四川省唯一获此殊荣的茶叶产品。

为了让白茶一号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青川县成
立了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县级有关部门、项目
实施乡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审批
把关、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等。

记者看到，在“白叶一号”项目种植基地内，交通
设施建设，景区、景观规划设计已经全面启动，特别是
当地的农家乐项目已经自发地在建设之中。在当地干部
群众看来，“白叶一号”的引进将进一步带动青川茶产
业发展。青川县坚持茶旅深度融合发展，标准化、规模
化、示范化，抓好白茶一号产业项目的实施，切实发挥
好白茶一号产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依
托茶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们对种植‘白叶一号’的前景都十分看好。我
们相信，通过勤劳的双手可以让安吉白茶在村子里扎好
根，咱村未来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记者在青坪村白
茶种植基地采访时，许多村民表达了对做好“白叶一
号”项目的信心。

青川县委书记罗云说，我们要把“白叶一号”项
目的实施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
大的发展机遇，坚定决心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把
茶苗种好、种活、种出效益，实实在在让一片叶子富
裕青川百姓。要借鉴浙江经验，永远感恩、永远铭记
浙江人民的深情厚谊，尤其是要学习黄杜村干部群众
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栽好、种好、管好、
经营好“白叶一号”茶苗，续写“一片叶子富了一方
百姓”的新故事。

“三、二、一！”一只矫健灵活的“银
鸥 ” 在 头 顶 划 过 ， 像 是 一 道 银 白 色 的 闪
电，引起现场阵阵欢呼。由德国展商 FES-
TO 带来的“智能飞鸟”自在地翱翔在会场
上空，仿佛带领人们飞向了充满科技感的
未来世界。

这是 2019 世界机器人大会中的一个场
景，此次大会以“智能新生态，开放新时
代”为主题，来自全球 180 多家企业和机构
的 700 余款产品亮相博览会，上演了一场精
彩纷呈的“机器人总动员”。

8 月 21 日下午，笔者来到位于亦创国际
会展中心的大会现场。在位于 B 馆的服务机

器人展区，一个孙悟空造型的机器人吸引了
大批观众。只见它一只“手”握着两枝鲜
花，另一只“手”在和两位小朋友亲切地握
手。这是机器人大会的老朋友 P-care综合服
务机器人，在 2018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曾获
得最具创新产品奖。它是中瑞福宁结合欧洲
最先进的机器人技术，自主研发的一款综合
服务型机器人，它的仿人形双臂能够实现高
自由度活动，自如地完成多种抓取动作。这
款机器人主要用于养老服务，包括移动辅
助、卫生保洁、行动助力、聊天提醒、安防
保护、洗澡清洁、睡眠辅助、健康体检等八
大项30多小项功能。

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摇身一变，成
了无微不至、守护健康的家庭保姆。研发人
员表示，在设计时，考虑到老年人对于机器
产品的心理认同感不够高，所以在产品的造
型与颜色上尽可能做到有情感、有温度，而
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在博览会现场，
P-care和 Anymal两款机器人还进行了取物送
物的有趣互动，四肢灵活，抓取自如，赢得
了阵阵掌声。

让机器人来给自己动手术？许多观众都
表示难以置信，其实，这一产业已经渐趋成
熟，中瑞福宁副总经理肖永告诉笔者，Oph-
thorobotics眼科手术机器人是由中瑞福宁与瑞

士专家团队联合研发的，目前也是世界上首
款能够代替同类人工手术的机器人，提供安
全、精准和高效的注射。医患分离的远程操
纵工作模式能够有效减轻医务人员工作压
力，提高工作效率。在场几位观众对于这类
手术的价格提出了疑问，研发人员告诉大
家，与传统手术相比，手术机器人系统在增
强安全性和舒适性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医疗成本，减少手术费用。预计 1 个
月之后就能在国内的合作医院进行临床实
践，经过相关的医疗器械认证后，逐步投入
市场。

除了这几款机器人外，现场还有HRG帕
金森症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机器人、起身助
手、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达芬奇手术机器
人等多款医疗健康机器人，仿生鲨鱼、防爆
轮式巡检机器人等特种机器人以及美团无人
配送车、京东无人仓等物流机器人。它们在
医院、养老院、家庭、工厂等众多场所各显
神通，给观众描绘出一幅更美好的未来生活
图景。

“齐天大圣”守护家庭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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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后，“白叶一号”茶苗落地四川省青川县

青川茶农：收租金 挣薪金 得股金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我在福建当省委副书记时，分管了 3 年农
业。那时候，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到西海固看了
以后，我说一定要响应中央号召，搞好对口扶贫
工作。邓小平同志讲过，先富帮后富。我们改革
开放，不搞平均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东
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了，不能不管其他地方，
要共同富裕。福建成立了闽宁协作领导小组，我
是组长，专门抓这个事情。

对口帮扶搞什么好？跟宁夏的同志商量，我
印象很深的有几件事。第一个是搞井窖。窖是存
水的，把雨水收集起来，喝的是这个水，浇地也
用这个水。打井、建水窖帮了西海固很多人。再

一个是坡改梯。生活设施上抓井窖工程，生产上
抓坡地改梯田。还有一个是发展马铃薯产业。我
动员福建、宁夏的农科系统研究土豆脱毒技术。
在西吉县，通过发展马铃薯产业，当年人均增收
三百块钱。土豆种出来后，收购、加工都是福建
的厂子做，全部加工成阿尔法淀粉，供应给福
建、广东的水产专业户。因为养鳗鱼需要饲料，

而饲料要用阿尔法淀粉做粘结剂，喂鱼时才不会
散掉。

我们还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就是移民吊庄。
“吊庄”是宁夏的词，意思是把这个村从那儿吊
到这儿，福建叫移民。移民吊庄投资很大，那时
基本上只能搞一个试点。当时，福建搞了闽宁
村，从西海固移民到银川附近，搬迁了几千户，

花了上千万。国务院主抓扶贫的领导同志打电话
说，移民吊庄这个经验好，能不能全这么搞？现
在 来 看 ， 这 是
一 个 很 有 效 的
措 施 ， 走 出 了
一 条 可 持 续 的
路 子 ， 接 下 来
要继续做好。

—— 摘 自
《习近平总书记的
扶贫情结》（人民
日报 2017年 2月
24日24版）

对口帮扶，先富帮后富

“齐天大圣”机器人

茶农采茶忙。 严旭明摄

青川茶山 黑牡丹摄

在2019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一款孙悟空造型的综合服务型机器人吸引大批观众，它的仿人形双臂能够高
自由度活动，自如完成多种抓取动作，主要用于养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