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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天夜里的一场雨过后，5月
下旬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又恢复了冷
热交替的模式。晌午，烈日当头，
土狗都打了蔫。

三面环山的从江县下江镇宰养
村食用菌产业示范园的菌棚里，依
稀保留着雨水的痕迹。成排的菌棒
架渐次排列，两名穿着雨鞋的妇
女，提着篮筐，挨个儿摘取菌棒成
熟的香菇，雨鞋在泥泞的地面踩出
吧嗒吧嗒的声响。

“这是盛夏到来之前的最后一
季蘑菇了，棚内温度超过 28℃，
就不适合蘑菇生长了。”从从江县
教科局招生办的岗位到宰养村任驻
村第一书记已经两年多了，梁新源
对食用菌培育这个村里的扶贫产
业，已经算得上个“行家”了。怎
么利用好每年两季的培育期提高产
品品质，怎么掌握给菌棒注水的

“分寸”，将菌棒重量控制在3.5至
3.8斤之间，等等，都印在他的脑
子里。同样印在脑子里的，还有宰
养村这个海拔860米的侗族村寨里
的59户贫困户。

2014年以前，这里还没有通
车。虽然距离县城67公里，到镇
政府也有28公里，距离和交通却
挡不住村民外出打工的路。人均可
耕地面积较少，每年半数劳动力外
出，村里的光景更是沉寂。

“要想真正脱贫不返贫，并实
现致富，还得靠发展产业。”一提
到村里的新兴产业，梁新源露出藏
不住的笑意。

从村口沿着小路往深里走，路
过鼓楼转个弯，远远地就能望见一
片黑色遮布围住的菌棚，75个菌
棚聚集在一起，便是第一期50亩
食用菌产业示范园的所在。

村里把食用菌种植作为农业特
色产业和结构调整的新型产业来打
造，推进食用菌产业化进程，让村
民们看到了精品特色农业致富的希
望。贫困户纷纷走出家门，除草、
平整地面、开挖排水沟，将菌棚收
拾得利利索索。从当年1月首批贫
困户拉运菌棒入棚试种，半年多光
景，便实现了贫困户全覆盖。

37岁的侗族汉子潘薛良，走
南闯北十多年，干过的工种不少，
2016 年，他回到家乡创建合作
社。2019年，村里的食用菌种植
一上马，潘薛良率先报名当起了村
里特色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以每亩地每年1100元的标准
将土地经营权流传承包给公司，村
民在食用菌基地打工，既能获得劳
动报酬，还能学习技术；贫困户拿
出政府拨付的2万元帮扶资金入
股，年终还能享受分红。

小蘑菇带来了新思路。如今，
50多亩海花草示范基地、100亩
香椿产业基地等也落户宰养村。

不远处，一片空地上青草绵
延。不久的将来，那里将扩建50
亩食用菌产业示范园，也将孕育出
新的希望。

（报道组成员：柴葳 于珍
周子涵 景应忠 执笔：柴葳）

小蘑菇长出的
“脱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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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新源：宰养村三面环山，海
拔 860 米，属高坡平地，村民 974
人，均为侗族，人均耕地面积 0.64
亩。目前村子里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59 户，248 人。村民的生活来源主
要靠种地及外出务工。“两不愁”基
本解决了，但我们驻村工作队意识
到，要想真正脱贫不返贫，并实现
致富，还得靠产业发展。目前，我
们村有 100 亩土地用来发展食用菌
产业，并建成了 100 亩香椿产业基
地、50亩海花草示范基地、50亩辣
椒基地。

杨德才：是的，习近平总书记
在谈乡村振兴五大原则的时候，很
重要的一条就是产业兴旺。脱贫致
富有多条途径，但产业发展尤为关
键。在产业发展这一块，可以看
出，在扶贫干部的带领下，宰养村
已经有一些基础了，有食用菌、海
花草、辣椒等乡村产业，这个地方
本身的发展非常不错。

梁新源：谢谢杨教授的肯定，
但是在产业扶贫中，我们发现，个
别村民缺乏脱贫的主动性，脱贫的
积极性不高，有“等靠要”思想。

有的贫困户只关心“政府能给我多
少钱”，而不是“我该怎么做才能脱
贫”，这直接影响到了扶贫的成效。
对此，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杨德才：内生动力是贫困地区
脱贫的关键，是地方发展的根本动
力。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不足，我
想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
高。他们的眼光、前瞻性以及对市
场机会的把握等方面受限，他们只
会种田、养殖，缺乏新技术、新技
能，同时也缺乏努力脱贫的社会氛
围。

二是脱贫资源的匮乏。一提到
贵州省，我们常常讲“地无三尺
平”，多山地区可用地比较少，宰养
村地处偏远落后地区，人均耕地面
积只有 0.64 亩，面临着发展无资
源、无人手、无出路的局面。

对此，我们首先要通过教育把
农民的素质提高，也就是我们经济
学讲到的要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
投资，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
因为农民的增收及脱贫动力，是和
农民的个人素质是分不开的。

另外，我们还需要把农民转移
出来，开阔他们的视野，到外面学
到一些技术，来帮助当地的发展。
把外部的力量和本地农民想发家致
富的内生动力结合起来，这个地方
脱贫致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梁新源：您说得对，在我们
村，由于村民整体文化水平低，生
产经营的能力也较差，致贫原因
80%是缺技术，产业引进来了，一
些村民的生产经营能力却跟不上。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杨德才：产业发展仅仅靠我们
本地自身的力量还不行，除了政府
的扶持以外，需要多方力量介入。
比如，在产业扶贫中，高校可以在
教育、人才这一块多发挥作用，可
以为贫困地区提供一些教育培训方
面的服务。

此外，还要引入市场机制，要
推进大公司和龙头企业的资本进
入。最近几年，我每年暑假都会带
队到贵州去参加扶贫工作调研，前
年我们去的是铜仁，去年是凯里。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曾到贵州
丹寨县去调研，丹寨的万达小镇就
是外部资本引入的代表。它是万达
丹寨包县精准扶贫的核心产业项
目，开业以后，仅用半年，丹寨万
达小镇就成为贵州省游客量排名特
别靠前的单个景区。

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是中国
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世界上最
大的吉他生产基地，它的典型做
法是外出务工人员学了技术之
后，回乡创业，搭建起了贫困户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彩虹桥，这种
做法也特别好。

内生动力是贫困地区脱贫的关键

梁新源：为解决村民内生动力
不足的问题，目前，我们初步探索
了“政府+合作社+贫困户”的模
式，如建设了香椿产业基地 100
亩，现有59户贫困户全部进入抚育
管理，由镇政府提供种苗、肥料、
农药等物资，并提供全程技术服
务，签订回收协议，确保农户持续
受益。

杨德才：这种做法很普遍，目
前来看，效果也的确不错，入合作
社，投资少、见效快，年底还分
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梁新源：但是，我们也意识
到，在销路上，我们这里比较偏
远，一些扶贫产品的销售，主要依
赖政府，很难完全市场化，这并不
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对此，您有
哪些好的建议？

杨德才：这个问题非常好，“造
血”式扶贫就是要生产和销售两手
抓。扶贫产品的市场销路问题，建
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措施。

一是要有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
的建设，让产品能够运得出去，让
本地的人和产品出得去，同时要让
外面的人进得来。

二是要做品质、做品牌。产品
的质量要有保证，通过市场的方法
来打开销路。消费扶贫拼什么？最
关键的还是在于品质和品牌，这也
是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三是要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强产
品宣传。“酒香也怕巷子深”，很多
偏远地区优质的农产品，可能没法
走出大山，没法让更多人知道。这
时候就要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如直
播带货，“市县长当主播，农户多卖

货”，与农产品的品牌宣传结合起
来，增加消费者的信任，促进贫困
地区群众增收。

梁新源：您的建议非常不错。
我们正在努力提升农产品的品质，
下一步可以尝试一下直播带货。

杨德才：另外，在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借鉴其
他一些地方的发展模式，从而进一
步思考我们本地产品怎么走出去。
比如，在河北衡水的武邑县，他们
把硬木雕刻，还有金属制品等进行
集体打包宣传，形成一个区域品
牌，以电子商务的形式，把产品卖
出去。

还有一点，我们还可以“借船
下海”。本地政府可以积极组织一些
龙头企业，与本地农户、农业合作
社对接，成为他们整个农产品系列
加工中的一个环节。就是当地提供
的是原材料，或者是整个龙头企业
产业链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把加
工、生产环节放在我们贫困村。丹
寨县那里就有一个规模很大的中草
药基地，在调研中发现，这个中草
药基地实际上引进了一个上市公
司，把中草药的初步加工都放在这
里来进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把
当地的原材料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了。

造血式扶贫要生产销售两手抓

梁新源：我们宰养村的村民
全部为少数民族侗族，侗族大
歌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
里还有国务院命名重点保护的
侗寨鼓楼，在此基础上，我们

正在准备发展传统村落乡村生态
旅游，对此，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杨德才：旅游实际上也是产
业，旅游扶贫是产业扶贫的重要抓
手。最近几年中央花很大力气扶持
的那些红色旅游基地，基本上都是
原来的老少边穷地区，现在发展得
都还不错，这对于贫困地区的产业
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
力，增加贫困地区群众收入等都具
有重要意义。但贫困地区发展旅游
产业往往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服
务配套体系不全等难题。

梁新源：在基础设施建设这方
面，我们利用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资
金 1500 万元，进行河道河床整治、
太阳能路灯安装、传统村落广场建

设等，村子里的环境面貌大为改善。
杨德才：从地图上看，从江县

是在贵广高铁边上，那么贵广高铁
的通车应该能为我们发展旅游提供
很大便利。从江下面的县城公路等
也都基本实现了村村通，硬件设施
做起来了，下一步就是如何打造特
色，深挖当地旅游业的产业价值了。

从我们贵州本地案例来看，人
们到贵州旅游，基本都知道贵州有
黄果树瀑布，有梵净山，有西江千
户苗寨。比如，我们去年到西江千
户苗寨考察，当地把那里打造成了
领略和认识中国苗族漫长历史与发
展之地，还把苗族的故事编成了大
型歌舞，非常令人震撼。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一定要把
侗族文化的底蕴挖掘出来，宣传出
去。要把侗族的文化和故事告诉外
面世界，这一步非常重要。

梁新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向村民宣传发展旅游产业时，

有一些村民依旧不为所动，觉得发
展旅游离自己很遥远，缺乏热情，
对此，我该怎么办呢？

杨德才：在发展旅游产业这一
过程中，我认为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和参与度是非常重要的。旅游产业
是一个长期“饭碗”，是促使贫困群
众脱贫不返贫的重要抓手。

前几年我去广西调研，广西的
大兴县把那些留在农村的男男女女
发动起来，把庄子里的文化以一种
歌舞的形式表现出来，非常有视觉
冲击力。刚提到的西江千户苗寨也
是这样，具有很强地方特色的文化
表演，让人印象深刻。

所以说，我们的村民一定要积
极配合，旅游业发展它不是一蹴而
就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长期和长
远打算。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引入外
部资本，并依托现代的高科技进行
包装，给人以视觉、听觉各方面的
冲击，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

一传十、十传百，旅游业自然而然
就发展起来了。

梁新源：这是一种很好的发展
思路，我下一步准备按照您的建
议，挖掘侗族文化的底蕴，讲好侗
族故事，进一步激发村民的积极
性，激活他们的内生动力，带领村
民脱贫致富。争取让大家都端上旅
游“饭碗”，真脱贫不返贫。

杨德才：咱们村子里有这么好
的历史文化资源，有侗族大歌，有
侗寨鼓楼，还有传统村落，这都是
特色和优势，我相信旅游业的未来
是非常美好的。

（报道组成员：柴葳 于珍 周
子涵 景应忠 执笔：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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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养村

宰养村位于贵州省从江
县下江镇政府驻地北部，距
镇所在地28公里。村子三
面环山，属高坡平地，耕地
面积624亩，人均0.64亩。
该村以水稻种植为主，盛产
香糯，村民全部为侗族。侗
族大歌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村子里有被国务院命名
重点保护的侗寨鼓楼，宰养
村还是全县十个传统村落重
点保护村落之一。

杨德才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

党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
任，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
究所所长。

梁新源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从江县下江镇宰
养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从江县教育和科
技局招生办干部。

村民在食用菌基地采摘蘑菇。

梁新源在介绍村里的新建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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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扶贫中，我们发现，个
别村民缺乏脱贫的主动性，脱贫的积
极性不高，有‘等靠要’思想，这直
接影响到了扶贫的成效。”近日，中
国教育报融媒体采访报道组走进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下江
镇宰养村，驻村第一书记梁新源向全
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杨德
才教授提出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问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