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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杨正邦在
自家农家乐打扫卫生（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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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是旅游旺季，平均一
天要招待 400 多个客人，毛收入
2000 元。 ”杨正邦乐此不疲，“虽
然累点，但有事情做，就踏实。 ”

杨正邦的家乡在湖南省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
八洞村，一个位于武陵山脉腹地
的小苗寨。

十年前，十八洞全村贫困发
生率一度高达 57%， 村民人均纯
收入仅 1668 元，集体经济空白。
杨正邦见证过当时艰难的日子。

“耕地少， 种田一年到头也没什
么收入。 没有路，外面的人也进
不来。 ”

那时，村里有能力的人纷纷
外出谋生， 杨正邦也是其中之
一。 他去沈阳开过搅拌机，到宁
波维修过信号塔。

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使十
八洞村陷入“贫困逼人走，人走
更贫困”的恶性循环。 一些人指
望靠政府救济过日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全省
上下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理念也
在十八洞村落地开花。

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
挨家挨户为贫困群众“量身定

制”帮扶措施，搭建平台，创造脱
贫致富的条件。

村里的优势资源不断地被
开发出来。 村民们说，十年来最
大的收获是把“种什么、养什么、
从哪里增收”的问题弄明白了。

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施金
通介绍，全村形成了旅游、山泉
水、劳务、种养、苗绣五个产业，
村民的日子如同芝麻开花节节
高。 2016 年，十八洞成为湖南首
批脱贫出列的贫困村。

“这些产业不仅使我们成
功脱贫， 也为后续乡村振兴提
供了有力支撑。 ”施金通说，在

产业壮大的同时， 十八洞村的
建设改造也遵循“修旧如旧”的
原则， 苗寨风貌在变化中得到
了保护和提升。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
兴研究院副院长陆福兴认为，激
发群众内生动力是“精准扶贫”
的精髓，也是十八洞村全面脱贫
的重要推动力。

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产业的
发展，使村里出现“人才回流”。
回乡的村民中，既有杨正邦这样
长年在外打工的中年汉子，更有
许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2019 年底，大学毕业不久的

施康回到十八洞村，开始用镜头
记录真实的乡村生活，发布在短
视频平台上。 他还拉上几个志同
道合的年轻人一起， 组建团队，
定期在网络上开直播，讲述十八
洞村的故事， 也帮助村民卖蜂
蜜、腊肉、辣椒等农产品。

“我们接下来还准备完善各
种农产品的品牌认证等，借助互
联网将十八洞的产品带到更远
的地方去。 ”施康说，他对十八洞
村的未来充满信心。

2021 年，十八洞村全村人均
收入 20167 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
268 万元， 成功实现了从深度贫
困苗乡到小康示范村寨的“华丽
转身”。 前来“打卡”的游客越来
越多，不少村民通过民宿和农家
乐实现稳定增收。

陆福兴说， 依靠走市场化
发展之路， 因地制宜、 精准施
策， 激发村民求发展的内生动
力， 十八洞村为更多乡村提供
了借鉴样板。

作为中国脱贫攻坚主战场
之一，十年来，湖南像“十八洞”
一样的贫困村都已成功摆脱贫
困， 拔掉穷根。 截至 2020 年底，
全省 682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6920 个贫困村全
部出列，5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田晓是十八洞村第一任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去年 5 月
18 日到任后， 他几乎没有回过
家。“要让脱贫农户长远发展下
去，不能有轻松歇脚的想法。 ”
他说。

在田晓看来，从脱贫攻坚到
乡村振兴，意味着由“攻坚战”到

“持久战”的转换，在保持驻点帮
扶力度的同时，更需要探索出乡
村治理的长效机制。

“对于十八洞村而言，每一
天都是新起点。 ”对于未来，田晓
充满信心。

（据新华社）

十八洞村的“十年之变”

“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讲述扎根基层建功立业故事
有识青年要担起乡村振兴重担

7 月 21 日，在中共中央宣传
部举办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系列“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
中外记者见面会上， 崔久秀等 5
位“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讲述了
自己扎根基层建功立业的故事。

在扎根基层的过程中，他们
不仅拿出了自己的热情，还练就
出了“十八般武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
区岳普湖县副县长崔久秀的另
一个身份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 2014 年到南疆工作的她
说，刚刚到新疆时，她对维吾尔
语完全陌生， 就拿出比高考还
努力的劲头，除了学习课本，一
有空就找老百姓聊天。 不到一
年时间， 她的维吾尔语达到了
流利水平， 乡亲们亲切地叫她

“小崔古丽”。

“语言关一过，做很多工作
就很方便了! ”崔久秀说，最明显
的是她入户走访时，老百姓更愿
意说心里话了，“说着说着，我和
百姓的关系更近、 感情更深，就
走到彼此心里头了。 ”

在新疆的 8 年间，崔久秀先
后在县、乡、村、社区、农场等多
个岗位工作，她和乡亲们一起创
办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给孩子
们开设了“红领巾小课堂”，为
老年人办起了“幸福养老院”。
在脱贫攻坚的日子里， 她和乡
亲们一起发展现代种植养殖业
和戈壁农业来增加收入。“在和
大家共同奋斗致富中，在组织的
关心和许多人的帮助下，我在祖
国边疆扣好了人生第一粒扣
子。 ”崔久秀说。

在基层扎根的杨媚和崔久

秀一样，也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
带领群众走向富裕。

“在基层工作，印象最深的
是我自己在农村办的大棚婚礼。
桌上摆的是我们亲手种植的小
黄瓜、小番茄，听到的是村民的
声声祝福。 那是我最幸福的时
刻，也是我扎根基层这么多年源
源不竭的动力。 ”重庆市荣昌区
吴家镇党群办主任、吴家镇双流
村第一书记杨媚这样回顾自己
的选择。

杨媚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蔬
菜基地工作了两年，之后通过考
试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来到双
流村一干就是 10 年。

双流村是一个老蔬菜基地，
但种植技术落后， 品种单一，产
量不高，农户收入也很低。 杨媚
动员村里农民搞蔬菜大棚。 为了

打消老百姓的顾虑，她自己当起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光说不
做假把式，我就做给你们看。 ”杨
媚流转土地，建蔬菜大棚，做示
范，不到 4 个月，大棚蔬菜就上
市了，收益是露天蔬菜种植的两
到三倍。“老百姓看到我这个黄
毛丫头也是能种菜、 会种菜的，
而且还能赚到钱，于是就跟着我
一起干了。 ”

10 年里，杨媚带领村民建了
600 余亩蔬菜大棚， 增加经济收
益 1000 余万元。 通过建立专业
合作社和蔬菜专家大院，培训村
民 4000 余人次。 通过建立产业
发展协会、股份制合作社和农产
品销售公司，实现集体经济收益
从零元增加到 100 余万元。

在今天的见面会上，贵州省
毕节市织金县石丫口村第一书

记雍朝斌讲述了自己在驻村期
间建立“习云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推行“龙头企业+村集体经
济+农户”发展模式的经历；陕西
省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上安小
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陶建刚讲述
了自己 10 年来扎根乡村办教育
的故事；北京枭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史晓刚讲述了公司攻克
光栅波导核心技术的艰辛过程。

谈到大学生是否要选择扎
根基层建功立业时，杨媚说：“现
在党和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基层农村需要有知识有文
化的年轻一代担起乡村振兴的
重担。 ”崔久秀则建议，在选择职
业时尽可能把自己的理想镶嵌
进去， 做和自己理想有关的事
情，真的会发自内心感到幸福。

（据《中国青年报》）

7 月 2 日，施康在直播售卖十八洞村的特产（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进入 7月，44岁的杨正邦就没睡过一个懒觉，他要在每天凌晨 5点左右开始为自家民宿备菜。
民宿提供一日三餐的服务，杨正邦是老板也是主厨。 为了让食材新鲜，每天晚上他开车到周边农户家收菜。

如果遇到临时加餐，他就得在深夜 12点后赶去 40公里外的午夜农贸市场买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