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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8名学生组成的“精准扶贫
调研团”不但在调研中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在党
的领导下，中国日新月异、不落下一个困难群
众的发展进程，也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在考察中发现问题，并且试图寻找解决的方
法。精准扶贫“难”关何在，如何跨越“难”关？
正是调研团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

记者：你们在精准扶贫调研中，发现了哪
些问题？

调研团：扶贫必然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引
导，但我们在多个村的采访中，都反映了共同
的一点：个别贫困户过度依赖政府，有“等”

“靠”“要”思想。
在扶贫的方法上，我们调研团发现，现有

的扶贫方法仍旧有提高覆盖率的空间。以楠木
桥村为例，参加村里合作社是存在资金门槛
的，而有的贫困户无法凑足进门资金，失去了
优惠政策的支持和扶助。

目前，在精准扶贫领域，推行产业扶贫、
因地制宜，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效，然而在确定
产业后，也需要考虑产业持续盈利的问题。例
如插柳村当前发展经济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
依靠荷花种植，并以此带动旅游业、服务业等
的发展。但是荷花是季节性植物，因此还需找
到更加稳定的路径。

此外，在采访调研中，还发现目前扶贫工
作考核机制与村情结合度不够高的问题。由于
村民文化知识程度不高、政策宣传不到位等一
系列问题，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增加了
精准扶贫难度。

记者：在你们看来，应如何更好地推进扶
贫工作？

调研团：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我们认
为：第一，不但要注重经济上脱贫，也要注重思
想上“脱贫”，坚持对贫困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将自食其力、劳有所得的观念落实
在贫困村村民的心中，只有观念上“脱贫”，在后
续工作中村民才能从被动脱贫转变成为主动脱
贫。第二，农村金融的作用不容小觑。应深化
农村信用社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将农
村金融和财政资金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让扶贫
政策普惠人民。第三，在进行产业扶贫的时
候，可以考虑多种产业并举，实现贫困村的有
效发展和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
对贫困村和企业进行引导，实现贫困村产业的
立体化多元发展。第四，应该将考核机制评定
全面化与多元化，真正树立以群众受益度、群众

认可度、群众满意度为主要标准的科学考核方
式，更好地促进工作队展开扶贫工作。

记者：在精准扶贫调研中，你们有没有发
现好的值得推广的经验？

调研团：在邵阳市扶贫办的采访调研中，
我们发现了很多值得推广的成功经验。第一，
从宏观的层面制定政策争取企业、政府和老百
姓的配合。第二，产业扶贫选择有爱心，有产品
优势的企业。第三，从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两
个方面入手，研究市场规律，通过技术手段抵御
自然风险。第四，不仅要关注贫困人口，还要关
注非贫困人口，解决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第
五，引导贫困户自己也投入一些资金，牵扯到自
己的利益就会激发他们一些潜在的动力。

记者：在精准扶贫中，你们也采访调研了
相关企业，有什么收获吗？

调研团：作为产业扶贫中重要的一环，企
业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但在采访步步高集团
总裁陈志强时，调研团也发现了企业在参与产
业扶贫中的“难”关。

目前，在全社会推动精准扶贫的现状下，
仍旧有一些企业，因为精准扶贫、产业扶贫中
很难实现像现有市场一样的高利润和高回报，
有时候因为与贫困村合办产业园区、种植基地
很难在一两年内实现较大的盈利，就放弃投入
产业扶贫，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没有很好地往
前一步，勇于承担。

对此，我们认为，首先要肯定企业参与扶
贫是政府扶贫的有益补充，应积极鼓励全行业
企业投身到扶贫的工作中来。

其次，政府部门要善于引导企业参与扶
贫，应本着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思路，积极鼓励龙头企业参与扶贫开
发，在贫困地区建立生产基地，将现代化的生
产思想引入目前较为粗放的贫困村生产经营模
式，实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
营。引导推动贫困户以土地或扶贫资金入股，
把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贫困户变股民，
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最后，应当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党支部建
设，提升民营企业党员的凝聚力与积极性。民
营企业的市场份额较大，推动全民扶贫事业，
应当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号召力，加强民营企业
内部党支部建设，提高民营企业思想觉悟，使
其从“被号召”加入扶贫事业，到“我愿意”
自愿加入扶贫工作，提升民营企业在扶贫领域
的积极性与参与程度。

精准扶贫“难”关何在？
如何跨越“难”关？

——访中央财经大学精准扶贫调研团

本报记者 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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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8名大学生在湖南探访贫困村、调研精准扶贫——

听，“扶贫曲”响彻贫困村
本报记者 王强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
扶贫”理念，几年过去，精准扶贫
工作开展得怎样？有哪些特色和
经验？老百姓的生活有哪些改
变？扶贫工作还有哪些改进的空
间？

中央财经大学新闻学专业卓
越人才培养计划项目8名学生组
成的“精准扶贫调研团”在教授谭
云明的带领下，走进湖南贫困村
实地走访。

2017年8月，调研团一行“跋
山涉水”探访贫困村，仔细聆听项
目负责人、村干部、施工工人、当地
村民介绍“脱贫之路”，7天上千公
里的考察，让团队成员们对“精准
扶贫”路上的成就与困难，有了不
一样的体会和认识。

山峦叠嶂，盘旋蜿蜒的山路
边，散落的农户遍布高山的各个角
落，湖南麻阳县谭家寨乡楠木桥村
坐落在此。

这里，正是中央财经大学精准
扶贫调研团来到的第一站。

车在山腰上停了下来，走上一
片高地。

“虽放眼望去满目绿茵，但仍
挡不住贫瘠感扑面而来。”调研团
成员、2015 级新闻学专业学生张
彩霞回忆说。

楠木桥村党支部书记谭泽勇
介绍，这片地种植的全是优质甜玉
米，是由村合作社组织贫困户种植
的。村合作社的组建，由能人牵
头，可以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入
股，合作社与企业签订包销合同，
凡合格产品，一律收购。

望着远处高山，谭泽勇说，为
了解决水源稀缺的问题，村里正打
算在楠木桥村的高山上建立一个
水坝，水坝建好后，产业扶贫不再
只靠天吃饭了。届时，不仅是玉
米，当地还有更多的农作物因灌溉
得到保障而扩大种植。

放眼望去，风吹叶动。
看着眼前这位皮肤黝黑的谭书

记，调研团成员对他多生了一份敬意。
张彩霞说，因为谭书记不仅和

一般百姓一样，经受“面朝土地背朝
天”的生活考验，而且还要为村里农
业发展、脱贫致富献计献策，贡献心
力。农村基层需要这样心系群众的
好干部，精准扶贫更需要这样扎根土
地的好领导。“楠木桥村在脱贫致富
路上，一定会创造更多的高山奇迹！”

离开了玉米地，调研团分成两
组，分别采访村民陈毛五（老陈）和
考察大学生村官创业园。

在平整的水泥盘山路边，第一
组遇到了昔日的贫困户陈五毛。
两年前，他还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
户。2015年，村里将土地集中起来
办产业园，老陈也参与进来，把家里
的土地变成产业园的猕猴桃田。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楠木桥村
的产业园已远近闻名，猕猴桃、蓝

莓、葡萄都办起了采摘园，不但协
议企业集中收购能卖钱，平常还可
以接待游客，通过游客采摘，也能
赚钱。

老陈介绍说：“9 月有葡萄节，
一共 5 天，每天有 2000 人来，一个
葡萄节就是一万多人。”提到收入，
老陈开心地说：“今年肯定比去年
多多啦。今年年初，买了一辆红色
摩托，平常就骑着它去看猕猴桃
地，在村里兜风。”

第二组在谭泽勇的引领下，来
到了湖南省首个大学生村官创业园
——楠木桥大学生村官创业园进行
参观考察。创业园占地5107亩，由
毕业于南华大学的大学生村官叶为
牵头，于2009年创建，当年他放弃
年薪十几万元的岗位，来到这武陵
山区的苗寨楠木桥当起了村官。

叶为从熟悉村情民意入手，每天
走村串户，边听边记录。根据调研，
他决定利用村里的山地资源和生态
优势，发展旅游观光业和现代农业，
打好“生态”和“文化”两张牌。在县委
组织部支持下，他联合全县14名大学
生村官，创办了“大学生村官创业园”，
采用“农村致富带头人的实力+大学
生村官的智慧+创业园的孵化平台”
发展模式，将资源、资金、人才有效整
合起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村
民脱贫致富。

通过深度调研，调研团发现，
尽管已取得不少成果，但楠木桥村
的扶贫工作依然存在着一些难题
等待攻破。首先是资金问题，参加
合作社有资金门槛，贫困户若无法
凑足进门资金，便不能得到优惠政策
的支持和扶助。同时，村里光靠一个
产业园肯定远远不够，现在还未形成
产业链、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当地资
源依然未能充分利用。再加上地处
高山降水少，水源稀缺和基础设施不
完善如水坝未修成等问题都在制约
当地因地制宜农业的正常发展。

发现扶贫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同
时，调研团给出了“推进农村金融创
新”、“加大督查问责执行力度”、“通
过互联网扩大宣传路径”等建议。

楠木桥村：高山苗寨的奇迹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
八洞村，是一个群山掩映中的小村
寨。

以前，这个村受自然条件的制
约，闭塞、贫穷。

而当2017年8月，中央财经大学
师生调研团一行到那采访调研时，发
现它已经因为“产业扶贫”的实施，
有了一派新的气象。

十八洞村是“精准扶贫”提出
地，全国新一轮“精准扶贫”工作的

“摇篮”，然而十八洞村的自然条件恶
劣，地处高寒山区，冬长夏短，属高
山熔岩地区，平均海拔 700 米，全村
人均耕地仅有0.83亩。

这样的自然条件，如何脱贫？
参与带动当地产业脱贫的步步高

集团相关负责人的回答是，利用当地
的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帮助当地建
设适宜的主导产业，通过实业让百姓
摆脱贫困，并得到可持续性发展。

十八洞山泉水厂，是步步高集团
在十八洞村建设的第一个现代化产业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十八洞村脱贫致
富的重要产业平台，这也是调研团考

察的重点。
接待调研团一行的是步步高集团

驻十八洞村的负责人谢文军经理以及
人称“喜哥”的李随喜等人。

经过一条崎岖的山路，下到山谷
底，一条溪流穿山而过，水流清澈见底。

十八洞山泉水厂就在这里。
“喜哥”带着调研团沿着溪流的

方向逆水而上，实地探究溪流的源
头。沿着溪水两旁，一批工人师傅正
在忙着修筑堤坝和路基，一批工人师
傅在水厂基地打桩、平地，场面甚是
热闹。同学们时不时与他们做些简单
的交流，他们个个脸上充满了笑意。

“等水厂建好之后，将解决更多村民
的就业问题。”“喜哥”向同学们介绍说。

除了建设矿泉水厂，十八洞村还
发展起了猕猴桃种植业，依靠增多的
游客发展起了农家乐，实施助力乡村
旅游发展的“113”工程：给全村每
一户发放 10 棵冬桃树苗，10 棵黄桃
树苗，300尾稻花鱼。

当地人巧用“树种”：对外出售
桃树的采摘权，418 元一棵，游客们
可以认领，等秋收时摘得硕果。仅

2015 年就卖出了 4100 棵，为全村带
来 170 万元的收入。同时，购买了桃
树采摘权的人也成为十八洞的荣誉村
民，以后等十八洞村的天然溶洞开发
好了，来旅游的荣誉村民免费。

调研团成员、2015级新闻学专业
学生李少菲说，这样一批人带一批人
来，既带动农家乐的发展，又为村民
持续脱贫增收。相比“精准扶贫”工
作实施之前，十八洞村农民增收的渠
道确实更多了，这个昔日贫瘠的小山
村正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调研团的师
生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村里的年轻人
越来越少，年轻劳动力流失现象比较
严重，因此，土地抛荒现象严重，造
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调研团给出的建议是，除了大力发
展产业扶贫，增加就业岗位，提高村民的
收入，完善基础设施，吸引年轻劳动力归
乡外，在农业方面，也可以成立农村合作
信用社，把荒地集中起来生产，提高土地
的使用效率，增加产量，和企业合作，增
加农产品销售渠道，还可以发展果园采
摘等农家乐项目吸引游客。

十八洞村：为有源头活水来

2017年8月13日，调研团一
行来到了本次考察的第三站——
湖南绥宁县关峡苗族乡插柳村。

当调研团成员穿过平整的村
道，慢慢接近这个村庄，映入大家眼
帘的是一望无际的荷花，或含苞待
放，或鲜艳盛开。

随着对这个村子和扶贫工作
慢慢深入了解，同学们才发现眼
前这个叫作“插柳村”的新农村，
可是“有心”之作。

接待调研团的湖南师范大学
驻插柳村扶贫队长陈远南老师告
诉大家，在村里大面积种植太空
莲发展旅游产业，正是湖南师范
大学旅游学院专家的建议。

2015年4月，在湖南省委决定
湖南师大与插柳村组成对口帮扶
小组之后，湖南师大迅速组建驻村
帮扶队和专家调研组，对插柳村进
行了深入的考察。经过了解，湖南
师大的专家学者因地制宜地制定
了旅游产业为主导、多元经济发展
的帮扶路线。

制定了帮扶路线之后的湖南
师大扶贫团队意识到，真正制约
插柳村第三产业发展的因素，是
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在湖南师
大扶贫队伍的帮助下，插柳村的
村路由短变长，由窄变宽，文化活
动广场、新型垃圾焚烧站从无到
有。健康饮水的问题解决了，光
纤网络入村了，村道上的路灯也
越来越亮了。随着基础设施的不
断完善，在湖南师大上下的帮扶
下，插柳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很
大的改变。秀丽的村庄、旖旎的
风景终于第一次真正吸引到了远

近的游客。
陈远南说，到“十三五”末，年乡

村旅游人数将增加到5万人次以上。
观赏完荷花后，陈远南还带

调研团走进了湖南师大美术学院
在插柳村建立的绥宁（插柳）文化
艺术园，展览厅里挂满了在插柳
村创作的写生作品。据他介绍，
湖南师大美术学院定期组织师生
来插柳村进行写生活动，同时居
住在由民居改造的艺术客栈里。

张彩霞说，难以想象，在插柳
村，艺术和精准扶贫竟演绎出一
段琴瑟和偕的“帮扶曲”！

尽管插柳村正日益发展成新
农村的典范，但在其发展过程中，
调研团仍然注意到了一些问题。
在帮扶路线的指导下，荷花种植成
为村里的支柱性产业，并以此带动
旅游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
展。但是荷花是一种季节性植物，
在荷花盛开的夏季，无论是荷花种
植自身的产业还是旅游业和服务
业都得以较快发展。一旦荷花过
季，插柳村的经济发展就进入了
较慢的发展时期，由于经济发展
的渠道单一，村民的收入稳定得
不到保障。

对此，调研团和陈远南进行
深入讨论，认为插柳村应该在“旅
游+”的道路上走下去，通过挖掘本地
文化特色，丰富旅游产品和内容，增
强本地的吸引力，吸引更多游客，
同时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
高接待能力。用旅游业带动当地
农家乐、农产品销售等行业的发
展，为农民提供多种收入来源，让
农民在第三产业上获得更大收益。

插柳村：“有心”插柳柳更荫

穿过重峦叠嶂，一路颠簸在
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调研团的成
员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站。

要不是因为调研考察，这些
95 后大学生也许一辈子也不会
来到这个名叫塘代村的村庄。

塘代村是湖南邵阳县白仓镇
的一个偏远的行政村，村子极富
丘陵地貌特征，土地贫瘠，严重缺
水，是湖南省政协办公厅联点帮
扶的贫困村。

当汽车停在塘代村村部门口
时，团队成员们都吃了一惊。

只见村部正对面是一座崭新
的塘代学校，村部左侧是光伏发
电站，右前方是一幢幢联排的新
房，村干部介绍说，这是专门为五
保户和贫困户异地搬迁修建的。

概览式的第一印象与调研团
成员预想的破旧萧条大相径庭。

这不禁令同学们感到费解：
究竟是什么魔力，让这样偏远的
村落、这样贫瘠的土地变成现在
这副模样？

跟随县扶贫办主任李爱军和
村干部一起，调研团成员来到了
村里最先进也最具代表性的产业
——光伏发电站，占地约有一个
足球场面积大，光伏板依次整齐
地面朝南排列，十分壮观。

提到这个光伏发电站，村委
会主任兼书记吴文国自豪地介
绍：“这是湖南省装机容量最大的
光伏发电扶贫站，不仅可以向当
地提供绿色电力，还能外送，创造
收益，每年能为村里参与投资的

贫困户提供上千元回报。”
除了光伏发电站，调研团也

实地走访了塘代村油茶基地、红
薯粉加工厂、希望生态养种植专
业合作社等多个产业扶贫项目，
深切体会到塘代村因地制宜，科
学扶贫为村里带来的实际效益。

然而，扶贫工作不是一蹴而
就的，塘代村能有今日翻天覆地
的变化的背后，同样经历了诸多
困难和坎坷。如同两位村干部所
说，直到现在，扶贫工作中依然存
在着棘手的问题。

同学们发现，精准扶贫效率
不高、“材料”扶贫现象严重是目
前面临的一大考验。一方面，工
作队扶贫过程中需要填写的材料
冗杂，相似度高，重复性大，导致工
作效率低下，对村民实际脱贫不但
没有帮助反而分散了工作重心；另
一方面，“材料”扶贫意为在反映的
材料上脱贫了，即认定为脱贫，这
样会使扶贫工作与现实脱节，更
加不利于百姓对我们扶贫致富工
作开展公正、客观的评价。

调研团认为，“材料”扶贫不
利于实际扶贫工作的展开，也不
利于加强贫困户攻坚脱贫的信
心。扶贫工作应以实践为主，基
层扶贫更要将主要精力投入产业
扶贫的实践中去。一方面，程序性
的冗杂手续应予以简化以提高工
作效率，另一方面，应加强党支部
教育，将脱贫工作落实在实践中而
不是书面上，建立脱贫人口回访
机制，将脱贫工作落到实处。

塘代村：在希望的土地上

如何立德树人？如何让学生坚定新闻
理想？如何将课堂教学与新闻实践结合起
来？如何让学生掌握好采、写、编、评、摄等
新闻技能？这是高校从事新闻教育工作者
必须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从事新闻教育
20 余年，不仅这些问题常常萦绕在我心
头，而且一直想为此破解迷思、寻找答案。
为此，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新闻
系党支部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由“卓越人才
培养计划”的新闻学专业学生组成新闻调
查实践团队，对湘西贫困村进行走访调研。

历时 7 天，穿过大半个湖南的采访调
研，给大家烙下了一段段难忘的印记。

撰写出的 10 万余字的调研报告虽然
稍显稚嫩，但饱含着深情与真挚。所谓雏
凤试声，几声清亮，真心为学生的成果感到
骄傲。

作为一位大学新闻专业的教师，我愿
意当一颗火种，去点燃学生内心深处的火
把，以照亮他们未来前行的路。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
院新闻系主任、教授）

点燃学生内心深处的火把
谭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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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运石料的
卡车司机是一名
聋哑人，十八洞
山泉水厂为他解
决了就业工作，
看到调研团他笑
着打招呼。

②调研团走
进苗族阿婆家采
访研调。

③调研团在
调研路上。

（均为资料
图片）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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