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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滇金丝猴国家公园里的滇金
丝猴（2020 年 5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

� � 进入冬季， 云南省迪庆藏
族自治州香格里拉滇金丝猴国
家公园气温骤降。 但护猴员余
小德还是和往常一样， 准时扛
着给滇金丝猴准备的食物，徒
步到投喂点。

口哨声响起，隐藏在林间的
猴子们拽着树枝， 纷纷下树，蹦
跶着来到余小德身边，敏捷地接
住余小德投喂的松萝。

今年 64 岁的余小德是迪庆
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响
古箐村民小组的村民，村庄附近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
的重要分布区域。 因为生态扶
贫，他成了护林员、护猴员。

据云南省白马雪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护站站
长赖建东介绍，20 世纪 80 年代
前后，打猎和伐木等行为对滇金
丝猴栖息地造成了破坏，猴子的
生存面临极大挑战。

为了拯救濒危的滇金丝猴，
国家建立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
区，探索“社区共管”的保护模
式，将保护与周边居民的生存发
展相结合，而选聘生态护林员就
是其中的重要措施。

放下猎枪和斧头，一批村民
成了护林员兼护猴员。“我们巡
山护林， 让这里的生态越来越

好。 ”余小德笑着告诉记者，猴子
和人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不仅如
此， 自己护猴每月都有收入，还
能帮着家人种地，去年四口之家
的收入在 5 万元左右。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十三五”时期，全国林草部
门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选聘
110.2 万名生态护林员，带动 3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新增林
草资源管护面积近 9 亿亩。

同时，全国林业产业克服不
利的国内外市场影响，始终保持
良好发展态势， 形成了经济林、
木竹材加工、生态旅游三个年产
值超过万亿元的支柱产业，林下
经济作物面积近 6 亿亩。

在云南省会泽县娜姑镇干
海子村，干海子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庄锤兵正在地里管护
石榴树。

“石榴树成了我们的致富
树。 ”庄锤兵说，合作社流转了
300 亩土地，平均每年租金为 900
元，而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超
过 550 万元。

“我们种植石榴的历史有
300 多年，但此前品种单一、品质
不好，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外出务
工。 ” 娜姑镇副镇长朱俊介绍，
2014 年以来， 他们在科技人员

的支持下， 引进了软籽石榴，并
通过实施退耕还林、陡坡地治理
等工程， 助力石榴产业发展，带
动了 1408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以前种红薯、玉米基本没
收入， 村干部让发展石榴产业，
才让家里脱贫。 ”51 岁的徐国奇
是娜姑镇牛泥塘村的脱贫户，去
年仅石榴收入就在 2 万元左右，
自己和妻子还在村里的石榴合
作社务工，俩人每年务工收入超
过 3 万元。

据介绍，全国林草部门已全
面完成生态扶贫目标任务，助力
20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对
口帮扶的滇桂黔片区和 4 个定
点县全部如期脱贫。

“发展林草产业是帮助农牧
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是巩固
生态扶贫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必然要求。 ”国家林草局这
位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国家林草部门将因
地制宜发展油茶、竹子、花卉、中
药材、牧草等优势产业，提升林
草产品质量，促进农牧民就业增
收。 要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转化途径，培育一批重
点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提高产
业产品竞争力，还要保持生态护
林员政策连续稳定， 建立林长

制、 生态护林员一体化工作体
系，充分发挥生态护林员的综合

管护功能作用。
（据新华社）

� � 云南省会泽县娜姑镇牛泥塘村童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民在采
摘石榴（2020 年 9 月 29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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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绿色的希望

我国推进生态扶贫成效综述

电商创业：
“从苦干实干到创新干”

“这是我们打包好的小黄
姜，马上就发货。 ”指着地上的快
递盒子，杨正跃自豪地说。

杨正跃是文山州文山市平
坝镇人，十几岁时因强直性脊柱
炎落下了残疾。“咱不能怨天尤
人，要身残志不残。 ”杨正跃告
诉记者，为了能自食其力，他当
过工人、种过菜，但真正让他人
生发生转折的，是 2016 年文山
市开展的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工程。

“文山农产品这么好，要是
用上互联网， 我们的销售渠道
就更多了。 ” 借着这项工程的

“春风”， 不服输的杨正跃找到
了奔头。

成立“农村互联网超市”之
后， 杨正跃又开了一家商贸公
司， 销售的农产品种类逐渐增
多起来。 当上“老板”的杨正跃
也没有忘记残疾人群体， 在首
批招聘的 4 名员工中， 就有 2
名残疾人。

“这两年经验丰富了，客户
也多了，希望未来能带动更多乡
亲们致富！ ”杨正跃笑着说。

云南省残联副理事长高利

生介绍，为了更好地服务贫困残
疾人及其家庭，云南省残联专门
成立了“残疾人电子商务就业创
业增收行动”领导小组，旨在通
过更精准的帮扶，不断提升残疾
人利用电子商务创业就业能力。

助盲行动：
“融入社会，目盲心明”

走进位于文山州文山市的
善境堂永生盲人按摩诊所，几位
按摩师傅正有说有笑地拉着家
常。 这是文山市第一家也是规模
最大的一家盲人按摩诊所。

“回头想想创业的经历，真

的很感慨。 ”诊所创始人、文山州
盲人协会主席尹剑龙说，他因患
先天性白内障导致双眼失明，但
父亲的支持让他从小骨子里就
有股不服输的劲。

在昆明市盲聋哑学校学习
按摩技术毕业后， 尹剑龙先后
在广州市、深圳市等多地打工。
“思来想去， 还是想回到云南
来，为家乡做点事情。 ”在文山
州残联的帮助下， 尹剑龙的按
摩诊所顺利开张，现在已有十几
名工作人员。

“虽然目盲，但我们心明。 ”
尹剑龙说，“现在创业有点成绩
了， 我想带动更多的盲人朋友，
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逐渐融入社会，让他们的家人都
放心。 ”

文山州残联党组书记、理事
长黄正雄介绍，2016 年初， 云南
省开展了“助盲就业脱贫”行动，
每年都会根据量化评估进行服
务指导和资金扶持。 目前，这一
行动已惠及盲人约 10000 人。

自强不息：
残疾人脱贫的原动力

文山州西畴县石漠化严重，
曾被专家判定为“基本失去人类
生存条件的地方”。 然而正是在
这片“荒芜之地”上，催生了“等

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西畴
精神，“女强人”张贵相正是这一
精神的典型代表。

“你看我现在干起活来，不
像是有残疾吧？ ”记者来时，身着
绿色毛呢大衣的张贵相正站在
架子旁熟练地修剪着草莓，丝毫
看不出费力的样子。

2013 年的一天，张贵相在带
孩子到医院就医的路上发生了
车祸，在医院昏迷了 10 天 ，颈
椎 、脊椎部严重受伤 ，并因此
落下了后遗症， 生活一度陷入
困境。

“我不能倒下！ ”凭着这个信
念，张贵相一边积极治疗，一边
谋划创业。 在县残联的帮助下，
张贵相租了 5 亩地开始种植草
莓。 受后遗症影响蹲不下去，她
硬是跪着在田里坚持劳作。 最
终，草莓获得了大丰收。

“跪着种地，站着做人。 ”谈
到张贵相，乡亲们赞不绝口。 如
今，成立了“贵相维草莓专业合
作社”的张贵相，立志要把草莓
种植向专业化发展，带动村里的
残疾人和建档立卡贫困户一起
脱贫。

“干，才有希望！ 最艰难的时
候已经过去了，日子一定会越来
越好。 ”望着几十座草莓大棚，张
贵相眼神坚定、饱含信心。

（据新华社）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云南基层助残扶贫见闻

‘生活越来越充实 ， 越过越幸
福。 ’家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马关县大栗树乡的刘立万笑着对
记者说。

这位肢体一级残疾、行动只能靠
‘爬’的‘硬汉’，靠着种香蕉、南瓜等作
物以及饲养家禽，2020 年家庭人均纯
收入达 5000 余元，实现了脱贫。

在彩云之南的广袤大地上，有 41
万名顽强拼搏的贫困残疾人，在云南
省各级残联帮助和自身不懈努力下，
摘掉了‘穷帽子’，过上了好日子。

尹剑龙和妻子在诊所前（新华社记者 宋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