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塔昌村这样的革命老区村庄，在我国数以万计。然而能够成功脱贫致富，建设成为美丽乡村的并不多。一些地区的扶贫工作在卓有成效的同
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扶贫政策好了、力度大了，但因大包大揽，效果不尽人意，部分农民“等靠要”观念开始抬头，脱贫的主动性降低了。

为何扶贫工作面临如此尴尬的局面？有专家分析，问题主要出在“两不”上。
一是扶贫不得法。直观的表现是，重视从资金上、物资上帮助，忽视从观念上、技能上帮扶。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发展紧迫性，

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挖掘，加上一些扶贫项目的设计、实施与管理等，不是包办，便是代替，忽视甚至排斥群众参与。
二是扶贫不对路。部分地区扶贫项目的设计安排，脱离了贫困户的需求，既违背了农民意愿，又背离了当地实

际。更有甚者，从扶贫项目的实施，到扶贫工作的开展，一些地方政府注重的是能不能为自己添业绩。
6月9日上午，全省革命老区“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现场会在塔昌村召开。省扶贫办主任吴井光认

为，塔昌脱贫致富并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值得研究借鉴，研究推广“塔昌经验”，将有利于其他革命老
区村庄甩掉贫困帽子，早日建成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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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上午，海南省革命老区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现场会在海口市琼山区塔昌村召开，此次现场会旨在推广红色村庄脱
贫致富的“塔昌经验”。

作为“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摇篮，海南省革命老区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长期以来，受制于自然
条件、生态环境和发展基础等因素，革命老区村庄的发展与一些发展较快的村庄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
脆弱，产业结构单一成了限制发展的桎梏。在全省新十年扶贫开发规划中，仍有366个贫困老区村和66个特困自然老区村被列
入其中，分别占全省贫困村和特困自然村的61%和44%，老区贫困人口近29万，占全省贫困人口53.1%，扶贫开发工作任务异常艰
巨。

塔昌村则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在“整村推进”的扶贫理念下，投资900多万元，发展特色产业，成功甩掉贫困帽子，为红色
村庄成功转型投下了一抹盎然的绿意。

从烈火金刚到美丽村庄
——一个红色村庄的脱贫样本

6月21日，端午节后第一天，海口大
坡镇塔昌村。

清晨5点，东方泛白，一座座掩映在
绿树红花中的新楼房在晨光中露出了面
容。伴着一声声鸡啼，村民们陆续打开了
家门，村子里渐渐热闹起来。

做早餐、送孩子上学、买菜……做完
这些家务后，游昌美、林春雅夫妇二人开
着“三脚猫”，沿着平坦整洁的水泥村道，
一溜烟来到村东头的果园里，采摘带着露
水的青柠檬。

一个上午，他们收获了300多斤青柠
檬。午休过后，夫妇二人又来到果园里，伴
着村子上空飘荡着的红歌《五星红旗》，开
始了下午的摘果作业。枝头的硕果，让游
昌美心情很愉悦，边摘果子边哼着曲儿。

“我们村现在变得很漂亮，大家的日
子也越过越好，全村32户，买了小轿车的
就有6户。”游昌美告诉记者，依靠胡椒、
柠檬等产业，她家去年收入6万多元，买
了辆小轿车代步。

游昌美的好日子，只是塔昌村幸福生
活的一个缩影。漫步村中，一幅社会主义
新农村的美丽画卷在记者眼前次第铺开：
近处，24栋1-3层的防震民宅整齐排列，
红墙蓝瓦，里外装饰一新，部分民宅俨然
别墅。稍远处，果树上硕果累累，黄皮、番
石榴、菠萝蜜等触手可及，百年荔枝林下，
健身器材、休闲长椅、石凳一应俱全。

移步东行，一弯碧水映入眼帘，一群
鹅正引吭高歌。溪流以东，是一片苍翠的
坡地，胡椒、柠檬、酸桔、蜜柚等经济作物
正在恣意生长。村民们在田间地头忙碌
着，汗珠浸入土里，笑意写在脸上。

“多亏了政府的大力帮扶，才有我们
塔昌村今天的好日子。”塔昌村民小组组
长陈绵荡说。

塔昌村是我省著名的革命老区村庄，
由于地处偏远，基础薄弱，海南解放后，塔
昌村经济发展缓慢，村民生活一度十分窘
困。2013年开始，塔昌村通过“政府引
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相结合的方式，
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投工投
劳，整合资金”的“四统一合”原则，开展城
乡统筹示范村和美丽乡村创建工作。

如今，塔昌村已完成“整村推进”改
造，民宅及水、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全部完成，胡椒、橡胶等传统产业稳定发
展，青柠檬、蜜柚等新产业渐成规模，观光
农业、红色旅游蓄势待发。2014年，全村
年人均纯收入高达1.2万元。

在塔昌村中部，一栋别墅式楼房格外引
人注目：外观洋气、装修精致，门前停着小轿
车。进入屋内，地板砖光可鉴人，高清数字
电视、双开门冰箱、吊灯、红木家具等一应俱
全，生活格调令人艳羡。

房子的主人名叫傅后彬，1977年生，是
塔昌村少数几个生意人之一。谈起自己的

“发家史”，傅后彬很低调。他说，早年因家
里人多地少，光靠种地难以维持生计，他从
21岁开始便跟着村里的生意人王绥山做起
了收购胡椒、橡胶的生意。

“那时候橡胶、胡椒是村里的主导产业，
种植规模很大，从事橡胶、胡椒收购，既可以
帮助村民对接产销，又可以从中赚取利润，
可谓一举两得。”傅后彬说，凭着这门生意，
他家境渐渐殷实，10多年前便搬到5公里外
的白石溪居住。

“白石溪是东昌农场场部，交通比较便
利，生活环境也比塔昌村好得多。”傅后彬
说，2013年以前，塔昌村交通条件很差，入村
道路是一条坑洼不平的黄土路，晴天一身
灰，雨天两脚泥，有车也难开进来。另外，村
里牛粪、猪粪到处都是，蚊虫非常多，生活环
境很差，有条件的人都搬到白石溪去住了。

如今，塔昌村环境大变样，不仅建好了
水、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实现了垃圾转运，
种上了绿树红花，每周全村还组织两次大扫
除，居住环境和城里相比丝毫不逊。“现在，
搬出去住的人又都搬回来了。”

傅后彬家的客厅里，一群孩子正在津津
有味地看着电视。傅后彬说，以前一到周
末，孩子们就往白石溪跑，现在塔昌村有游
乐设施，还可钓鱼、上网，孩子们更愿意在村
里游玩。

不仅如此，塔昌村隔三差五还有游人前
来参观，接受革命老区的红色教育，或者感受
淳朴的田园风光。“塔昌村将逐步发展旅游
业，争取家家户户吃上旅游饭。”傅后彬说，他
家剩出的3间客房，全部按旅馆标准装修，以
便接待过夜游客。此外，他还垫资为村里开
通了光纤，为将来发展旅游业打下了基础。

产业支撑
——以红带绿改吃旅游饭

全村投工投劳投钱做好旅游基础
设施“整装以待”

塔昌村全村32户120多人，有水田90
亩，坡地560亩。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靠种
植橡胶、胡椒，同时发展各类蔬菜、瓜果和林
下养殖业。陈绵荡介绍，近年来橡胶价格下
跌，去年村里半数橡胶林在超强台风“威马
逊”中毁坏，村民便开始改种柠檬、红心蜜柚
等效益较好果树。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村推进”扶贫开发
过程中，扶贫相关部门依托塔昌村良好的生
态环境和丰富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为塔昌村
量身定制了详细的村庄规划，其中，旅游业
被纳入发展计划，并初步建成了相应的基础
设施。

记者日前在塔昌村看到，介绍塔昌村革
命史、发展史的展览室已经建成，目前已对
游客开放；村前原本杂草丛生的小水沟，如
今被改造成了碧波荡漾、鱼虾成群的亲水平
台，可供游客垂钓、观景；村里百年荔枝林
下，慢道纵横，体现红色元素的雕塑穿插其
间，石桌、石椅一应俱全。此外，石臼、石磨
等农村传统生产生活用具也被摆到文化公
园内，供游客参观体验。

此外，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塔昌农家乐已
于今年6月9日试业，可同时接待100余人
用餐。据介绍，该农家乐由全村村民共同经
营，各家各户都有股份。“以后游客多起来
了，每家都能分红呢！”游昌美高兴地说。

据陈绵荡介绍，目前塔昌村正在逐步完
善旅游功能，已成立了塔昌观光农业专业合
作社，由致富能手傅后彬任理事长，带领和
带动村民发展观光农业、旅游服务业。

“目前，农家乐休闲旅游景点已开始试
运营，村民开放民宅客房10余间，但整体服
务水平还有待提升。”谈起塔昌村发展的前
景，陈绵荡充满期待。他告诉记者，为进一
步提升旅游标准化建设和服务质量，村里还
打算引进有专业资质的旅游企业，帮助完善
旅游服务产业。

6月21日傍晚，塔昌村迎来了一群来自
海南大学的游客。见到村里良好的生态环
境，大家啧啧称赞。“除了位置有些偏僻外，
塔昌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还是挺不错
的。”一位游客如此说。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塔昌

两个场景的对比

一湾碧水穿村而过，上空飘荡
着动听的红歌《五星红旗》，村民们
在田间地头忙碌着，汗珠浸入土里，
笑意写在脸上

如诗如画新塔昌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村只有9人
幸存，解放初期，塔昌村民生活十分
困难，住的是土坯房，走的是黄泥
路，吃的是红薯饭

血洗的“无人村”

塔昌村位于海南岛东北部，早期的历
史已无据可考，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却足
以彪炳青史。这里曾经是琼崖革命主要
根据地之一。这座仅有百余人的小村庄，
57名烈士载入史册，村庄先后三次遭国
民党和日寇血洗，成为“无人村”。上世纪
20年代初，有30户150多人的塔昌村，抗
日战争结束后，全村只有9人幸存。

解放初期，塔昌村和许多革命老区一
样，由于地处偏远，农田水利设施和交通落
后，村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住的是土坯房，
走的是黄泥路，吃的是红薯饭。”年过六旬
的村民陈明文，回忆当年的情形颇为感慨。

大坡土壤肥沃，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
胡椒。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效益
好的胡椒开始在塔昌村大规模种植。上
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农民积极性
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塔昌村民开荒拓
土，大规模种植胡椒，塔昌村开始出现“万
元户”。

陈明文就是塔昌较早的“万元户”之
一。尽管没有多少文化，但他靠着勤劳的
双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每天
清晨天不亮就下地干活，中午回家吃饭休
息不到1小时又进胡椒园，直到晚上七八
点。”陈明文回忆说，当年胡椒的收购价每
斤15元左右，按亩产400斤算，亩产值可
达6000元，因而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

因为踏实苦干喜欢钻研，陈明文在许
多村民眼中就是农业专家，“种什么都有
好收成”。随着手头富裕起来，他盖起了
新房，两个儿子都买了摩托车，现在又换
了小轿车，生活越过越滋润。

尽管家境殷实，陈明文如今仍保持着
勤劳肯干的优良传统，每天早出晚归，忙
活在田间地头，精耕细作，除了种有十余
亩胡椒，还开始探索种植红心蜜柚、柠檬
等，全家年收入近30万元。

陈明文只是塔昌村民中的优秀代
表。实际上，饱经战争磨难的塔昌村，村
民们极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叫日月
换新天的精神。到上世纪90年代，塔昌
村民盖新房、买摩托车已相当普遍，成为
远近闻名的“胡椒村”。

一个回流的故事
村里的富户搬出去
又搬回来了

“村里环境大变样，建好了水、路、
电、网等基础设施，实现了垃圾转运，
种上了绿树红花，居住环境和城里相
比丝毫不逊色。”

三个脱贫的启示

激发内力
——化“被扶贫”为主动“脱贫”

不懂电脑的老村民手绘塔昌规划
图，“今后咱要发展红色旅游以带动村
里经济发展”

今年55岁的王绥山，在塔昌村被许多
村民亲切地称为“山叔”。在塔昌村展览
室的墙上，有一张2012年版的《塔昌村规
划图》，是不懂电脑的王绥山用彩笔一笔
一划手绘出来的。这张图，凝聚了塔昌人
的心血，也凸显了塔昌人脱贫致富的强烈
愿望。

据王绥山介绍，他自小听着塔昌的革
命故事长大，对这片土地充满热爱。尽管
文化水平不高，王绥山还是花费两年多时
间搜集整理出了塔昌村相关史料，并写成
文章《红色塔昌》，得到海口市党史办的认
可。

如何发展塔昌？王绥山经常和村里的
积极分子、村干部商讨谋划，最终拟定了塔
昌村发展规划，计划发展红色旅游以带动塔
昌经济发展。为了争取政府支持，王绥山到
镇政府、区政府跑了十几趟。

2013年，得益于省扶贫办打造革命老区
美丽乡村的决策，塔昌村迎来了发展契机。

创建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在政府投入资
金还不到位的情况下，村民们按照“统一规
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投工投劳”的
原则，积极筹措资金，绿化美化自己的家
园。据统计，自2013年起，短短2年时间内，
仅有50多个劳动力的塔昌村，全村男女老少
投工投劳达2万多人次。

陈绵荡说，村民建设家园的积极性非常
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如王绥海、王
绥山兄弟主动让出自家1000多平方米土
地，用于修建塔昌村红色公园综合楼；傅后
彬主动将自家的拖拉机无偿用于运输建筑
材料。在村庄建设过程中，村民们自筹经费
达600多万元。

对此，省委党校唐镇乐教授分析认为，
塔昌村的成功，正是因为该村村民勤劳、团
结，发家致富的愿望强烈。

唐镇乐说：“良性扶贫需真正调动当地
群众发展生产、建设家园、保护生态的积极
性，一切产业的发展都应是农民的自主行
为，而不能是政府大包大揽。农民们对祖祖
辈辈生活的地方，一定有着深厚的感情，一
旦有了自主权，就一定会迸发出充足的干劲
和无穷的智慧来。”

整村推进
——集中力量，扶贫不撒“胡椒面”

钱还是那些钱，但集中起来，规划
先行，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了

在塔昌村红色公园综合楼的墙上，有一
张《各级单位支持塔昌村建设项目一览表》，
详细记录着省扶贫办、省财政厅等19个单位
在塔昌村的建设项目、建设资金和完工时
间。记者注意到，19 个单位共投入资金
547.06万元，涉及农村危房改造、防震综合
楼、慢行道、红色文化公园、带状公园等一批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涵盖了美丽乡村建
设的方方面面。

“政府的帮扶力度很大，很精准，钱都花
在了刀刃上。”树德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占道
全说，以前也听说一些地方扶贫，帮扶单位
给贫困户送去米、油，或者牛、羊、鸡等，但一
转身，农民“坐吃山空”，将扶贫的资源都吃
完了，村庄面貌没有一点改善。所幸的是，
这一次，各级政府对塔昌村的帮扶坚持“规
划先行”，有具体项目可操作执行，补贴村民
修建民宅的资金也落实到每家每户的头上，
效果立竿见影。

例如，塔昌村的整村危房改造，在政府
补贴每户2.2万元的基础上，每户自己再投
入10万元到20多万元不等，修建了统一规
划和设计的24栋防震民宅，使村民的住房条
件、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善；在政府的扶持
下，塔昌村民还修建了30间农家饲养屋，村
里每户一间，每间政府支持2000元，农户自
筹4000元，由村民自觉投工投劳建成。

吴井光说，塔昌村是“整村推进”扶贫开
发的成功典范，避免了过去撒“胡椒面”、“大
水漫灌”的扶贫方式，集中财力、物力、人力，
各个击破，因而能够真正取得实效。

吴井光介绍说，过去扶贫，大多采取撒
“胡椒面”的方式，扶贫各相关单位各自为
战，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出现了“年年
扶贫，年年贫”的情况。2013年以来，扶贫部
门总结出了“整村推进”这种行之有效的扶
贫开发模式，由扶贫办牵头，统一规划，整村
推进，将扶贫资金、涉农资金集中起来，一个
村庄一个村庄解决，解决一个，巩固一个，防
止返贫。去年我省共完成了60个贫困村整
村推进扶贫开发任务，实现了全省减贫9万
人的目标。

唐镇乐认为，“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体
现的是政府层面的引导、扶持和推动。“这非
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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