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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霞 蒋洪飞 谢国欢 吴浩宇 杨伦丽 李洋 李杰

小康是产业丰收的欢腾景象，是看病不愁、就近上学、就业稳当的无忧无虑，更是群众心满意足的幸福笑脸。
迈向全面小康的进程中，遵义市始终坚持统筹城乡，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完成了一项项硬任务：补短板、强

弱项，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兴实体、强产业，综合实力全面跃升；重基础、劲头足，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斐然；保青山、
治污染，生态环境质量极大改善；惠民生、提质量，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办盛会、铸品牌，“醉美遵义”美誉度大
幅提升。

“十三五”时期，遵义市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迈向“十四五”，遵义市以高质量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讲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精彩故事。

清晨的余庆县花山乡万里村隔山门茶
场，云雾缭绕。戴着草帽的采茶人早早就
来到这里，只见茶树上双手翻飞，一捏、
一摘、一放，动作娴熟。

48岁的朱光喜是万里村隔山门组的茶
叶种植大户。2012年，在余庆县脱贫攻坚扶
持优势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下，朱光喜与妻
子陈江凤流转了200多亩荒山种植茶叶。

“以前隔山门组什么都没有，路是土路，

房子是土坯房，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村村通、
连户路、硬化路修到家门口；村里大部分人家
都参与白茶产业，年年采茶青，我们一家就靠
种茶、采茶、卖茶，一年能有30多万元收入，生
活越来越好，日子也更有盼头了。”朱光喜说。

因生态良好、气候温和、无工业污染等
得天独厚的条件，余庆茶以其醇香、鲜爽、耐
泡的品质在市场上逐渐打响名气，据统计，
花山乡已种植福鼎大白茶、安吉白茶等品种

白茶 2.2万亩，苦丁茶 1.3万亩，依托茶产业，
村民有了稳定收入。小小的茶叶成为隔山门
组发展的“引擎”，也见证了村民们日新月异
的生活。

截至目前，余庆县茶园面积达 27.7 万
亩，投产茶园面积 17万亩，茶企及合作社 153
家。已实现茶叶加工能力 2.5万余吨，常年带
动就业 25000 余人，年人均带动增收 1.5 万
元，茶叶收入占农民收入的 1/3。该县已形成

以乌江流域为主的苦丁茶产业带、以江北为
主的绿茶产业带、以飞龙湖为主的白茶产业
带的茶产业布局。茶企从 19家增加到 35家，
涌现出凤香苑、玉河、富源春、飞龙湖、仙竹
等20余个茶叶品牌。

“余庆茶·干净茶”成了余庆的“标
签”，与贵茶集团、浙茶集团、广东茶业进
出口公司合作实现了茶叶出口，去年，该
县出口到俄罗斯、巴勒斯坦等国家的茶叶
超220余吨，实现收益6000余万元。

一片绿叶唱“主角”的产业发展“大戏”正
在余庆上演，翠绿茶园点缀着群山，也托举着
余庆茶农的小康梦。如今，全县茶产业发展呈
现以精深加工、休闲观光为代表的茶旅融合
新业态，成为绿色小康支柱产业之一。

余庆花山乡万里村

茶叶激活发展“引擎”

【小康画面】

近日，记者走进绥阳县风华镇牛心
村的螺江九曲公园，洛安江上波光粼
粼，两岸垂柳依依，木栈道古朴典雅，
信步其间，步步皆风景，景景皆是画。

“过去这里就是荒山土坝，杂草丛
生，可没有这么美。”牛心村村民刘学
说，“村里交通不便，更谈不上环境美
化。”

2018 年 7 月，牛心村荣获“遵义市
全面小康创建市级示范村”；2019 年 12
月，荣获“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短
短时间牛心村的蝶变源自何处？

“一靠政府打造，二靠激发群众谋
发展的内生动力。”绥阳县文体旅游局
局长钱洪艳告诉记者。

2017年，绥阳县以“文化+生态+旅
游”发展模式，围绕洛安江流域治理工
程在牛心村打造公园，沿河的多个村民
组就散布在公园内。

依托原生态，公园进行绿化美化，
修建了步行道、木栈道，布局了餐饮
区、休闲区、生态文明展示馆、文化大
礼堂、多功能影剧院及独具地域文化特
色的“螺江诗院”。

随着螺江九曲公园逐步建成，牛心
村的颜值不断被刷新，村民有了新奔
头，荷包也鼓了。

2017年，在遵义市区打工的村民刘
学看到公园的美景和源源不断的游客
后，返乡将原有住房改造后，经营农家

乐，每月都有两三万元收入。
在刘学的带领下，村里陆续开办起

12 家农家乐，7 家民宿，并拓展了垂钓
休闲、亲子互动、河鲜美食等旅游项
目，乡村旅游潜力和文化资源逐渐展露
出来，村民们也都逐步增收致富。

截至去年 12月，牛心村民宿共有68
个房间 104 个床位，年接待量达 21.6 万
人次，全村旅游综合收入 1080 余万元，
带动 120余人就业。

目前，牛心村正积极打造桃花江螺
江九曲康养小镇，该小镇集检、医、
养、住、游为一体，占地3000余亩，计
划 5年内建设完成，届时，牛心村村民
的增收渠道将进一步拓宽。

绥阳风华镇牛心村

打造高颜值康养小镇

驾车出务川自治县县城一路向南，
行驶约一个小时便到了石朝乡，过去这
里因为交通不便，产业不兴是务川有名
的“穷乡”。

随着脱贫攻坚的推进，政府修通了
全乡入组路、连户路、产业路，不仅解
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也点燃了产业发
展的“星星之火”。

“过去没路，种难种收更难收，索
性什么也不种。”石朝乡浪水村村民陈
志高说。

路修通后，交通便捷。在村党支部
引领下，陈志高把曾经撂荒的土地整治
出来，种了 3000株金银花。“我现在是
开车上班，车开到地边上，管护完就开
车回家。”陈志高说。2018 年，陈志高

靠着种植金银花买了车，后来又在遵义
买了新房。妻子带着孩子在遵义上学，
自己则留在石朝乡种植金银花和香榧。

不仅是陈志高，浪水村许多村民都
在村党支部引领下参与香榧、金银花产
业，如今，浪水村种植香榧 5.1万亩、金
银花2万余亩。

眼下正是石朝乡香榧和金银花管护
季，从浪水村到三层岩的金银花基地路
边每隔几十米就停着汽车、三轮车、皮
卡车……

“产业发展起来后，村民的收入从
2016 年的 7574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1210
元，村民大多都买了车，收入高的买的
都是轿车了。”浪水村村委会副主任郭
泽容笑眯眯地说。

石朝乡通过引进农业企业，形成集
金银花苗木培育、产品加工、市场销售
于一体的产业链，健全了产销对接服
务，丰产又丰收，实现企业农户双受
益。2020年，石朝乡 2万亩金银花产量
达 45万斤，产值达 320万元。今年，该
乡新种植金银花 3万亩，金银花已成为
当地群众的致富主导产业之一。

在务川，路通产业兴的故事还有
很多：分水镇天山村的林下养鸡一路
向东进入上海市场；大坪街道龙潭村
依托交通便利吃上旅游饭，村民靠农
家乐走上致富路；泥高镇栗园村通村
公路修好后，利用高海拔、光照强、
温差大的优势发展起高山冷凉蔬菜，
畅销全国各地……

务川石朝乡

便捷交通带动产业兴旺

“交通便利，就医方便，居住环境优美，周边设施
完善，在家门口的吉他厂就业，这在以前想都不敢
想。”正安县安场镇前进村村民韦会勤对现在的生活十
分满意。

韦会勤家有五口人，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再加上
村里交通不便，产业发展不起来，家里捉襟见肘。
2013年的一场交通事故又让韦会勤的父亲手臂受伤，
丧失了劳动力。

“不忍心看着父母每天为钱发愁，我就选择了外出
务工。”韦会勤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叹了口气。

由于学历不高，也没有一技之长，韦会勤只能在
建筑工地上打零工，月工资只有 2000 余元，除去生
活开销，再给家里父母寄点生活费，基本上存不下来
钱。

“那段时间生活很迷茫，心理压力很大。”2013年 10
月，经村里评议，韦会勤家被评为精准贫困户。

2016年春节回乡，帮扶责任人给他带来可以易地
扶贫搬迁到瑞濠安置点的好消息。

“搬迁安置点建设有活动中心、学校，对面就是
工业园区，几十家企业可以提供不少就业岗位。”韦
会勤一家看准这个好机会，立即签字同意搬迁。

搬入瑞濠安置点后，韦会勤顺利在工业园区吉他
厂找到了工作，公司食宿全包，来厂第一个月，韦会
勤就拿到了 3000 多元的工资，而且家门口就业，也
让他有了更多时间照顾父母。

刚进厂时，韦会勤干的是组装岗位，但他闲不
住，不到一年时间，他就掌握了吉他生产所需的 127
道工序。2018年，勤奋好学的韦会勤成为了主管。

现在，每天早上 8点，韦会勤和妻子准时到达就
职的乐器厂。妻子在三楼给吉他贴美纹纸，他在二楼
的组装车间，给工人们分配任务。

如今，韦会勤每月工资有近 6000 元，加上妻子
的工资，家庭月收入过万元。2018年底，韦会勤一家
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去年，他还买了轿车。“对现
在的日子特别满意。”韦会勤说。

正安安场镇前进村

易地扶贫搬迁群众韦会勤：

夫妻吉他厂上班月收入过万

“进入蚕房前，必须先做完消毒工作，一点也不能
马虎，还有4天，这批蚕就要吐丝了，大家加把劲……”

连日来，凤冈县蜂岩镇朱场村蚕桑种养户彭降非
常忙碌，不仅要时刻叮嘱工人们蚕虫养殖的注意事项，
还要去桑叶种植基地采摘桑叶。

对彭降而言，种养蚕桑固然辛苦，但每每想到能在
家乡安定下来，而且年均有 20 余万元的毛收入，他内
心就甜丝丝的。

2018年，在外务工多年的彭降有意回乡创业，但苦
于找不到发展项目，一直犹豫不决。

这时，朱场村村支两委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详细
介绍了凤冈县大力发展蚕桑产业的项目前景、支持力
度，承诺给予他免费桑苗、蚕房补助、协调流转土地、解
决用工问题等便利。

这让彭降吃下了“定心丸”，返乡回到朱场村租了
100亩土地，发展起了蚕桑种植养殖业。

“蚕房是每平方米补助 100元，第一年桑苗免费提
供，100亩土地共补助了8万株桑苗。”彭降说。

彭降还在村干部的介绍下，到同县老牌蚕桑村
——沙坝村学习种植养殖技术，再加上贵州省农科院
蚕科所技术人员每月一次的上门指导，让彭降顺利掌
握了蚕桑种植养殖的技术要领。

随后，村里帮忙联系凤冈县万发茧丝绸厂、上海水
星家纺上门收购蚕茧，有了稳定的销路，彭降的百亩蚕
桑基地发展得更加顺风顺水。2020 年底，百亩蚕桑种
植养殖基地给彭降带来了年蚕茧产量 100余张、毛收入
20余万元的好收成。

今年是彭降的蚕桑种植养殖基地三年丰产期，按
照他的估计，年产出蚕茧将达到 700余张，按照一张卖
2000元左右计算，预计能带来 140余万元的收入。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这句话时常挂在
彭降嘴边。今年他又增加了 200余亩桑叶种植面积，能
累计提供上千个务工岗位，有效带动村民实现增收。

彭降还将蚕桑种植养殖技术传授给乡邻，在他的
影响下，有4户人家加入到蚕桑种植养殖产业中来。

凤冈蜂岩镇朱场村

蚕桑种养户彭降：

回乡创业带富乡亲

走进道真自治县玉溪镇淞江村，最醒目的就是一
排排整齐的食用菌大棚，菇农蒙加林正在大棚里采摘
香菇。

“蒙加林是我们这里的采菇能手，采的都是 7厘米
的一级菇，达到了单价最高、重量最足的两个标准，想
不挣钱都难。”淞江村党总支书记韩俊说，“种植一季食
用菌，他的棚纯收入可以达到5万余元。”

4年前，道真掀起了一场食用菌香菇产、加、销一体化发
展高潮，一年一大步，四年大变样，凭着“一朵菇”跻身全省食
用菌生产县前列。2020年全县投放食用菌1.2亿棒，总产量
达7万余吨，产值超过4.6亿元，今年预计将突破1.5亿棒。

产业的大好春风吹进了蒙加林心坎里。2020年 11
月，蒙加林主动到合作社办公室投资 3 万余元租下了
两个食用菌大棚。从租赁了大棚开始，他一心扎在园
区和大棚，晚上回到家中就看书学习理论知识。通过
理论与实践不断融合，蒙加林从食用菌种植门外汉变
为技术能手。

“每季出菇5茬，这一季已采2茬菇，卖了近12万元，
赚了5万多元。”蒙加林边笑边算起了“小康账”，“2个棚
一年能挣10万余元，要不了两三年，就真正致富了。”

一级菇 6 筐，净重 154 斤，单价 4 元，金额 616 元
……接过工作人员的“货物入库检斤单”，蒙加林越发
高兴。“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交菇的时候，看着上面
的数字，我觉得再累都值得。”

道真玉溪镇淞江村

菇农蒙加林：

从门外汉变技术能手

【小康故事】

→绥阳
县风华镇螺
江 九 曲 公
园。

凤冈县凤翔社区。

玉溪镇淞江村菇农蒙加林收获香菇喜笑颜开。

彭降 （左一） 与务工工人一道采摘桑叶。

石朝乡浪水村村民陈志高管护金银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