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融合发展“模式”新

在发展全域旅游的形势下，如何依托“青
山绿水”，换来“金山银山”？焦作通过压实云
台山、青天河、陈家沟等景区帮扶责任，创新
旅游扶贫模式，带动周边贫困村产业脱贫致
富，促进贫困群众多元增收。

云台山景区以旅游资源为基础，以深挖
民俗文化为依托，以发展旅游产业为引线，让
旅游扶贫成果多面开花：

山脚下的岸上村一到晚上就成了“小香
港”，人均收入 10年间从 600元增加到 10万
元；大山深处的一斗水村，20余家家庭旅馆，
年可接待游客近 8万人；平顶爻村 20余人返
乡创业，全村家庭宾馆、饭店已达13家……

云台山景区管理局局长马春明介绍，围绕
开发兵盘村、陪嫁妆村等传统古村落资源的机
会，在全国探索“旅游+金融+民宿+扶贫”的旅

游扶贫模式，实现了一笔
资金、两头撬动、三方受

益，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带贫。
青天河景区培育扶持乡村酒店、生态采

摘、户外运动等旅游新业态，构建了“景乡一
体、协同发展”旅游产业新体系，将绿水青山
变成了“富民”的金山银山。

温县利用专项扶贫资金，将陈家沟景区
中国太极拳博物馆部分固定资产，租赁给太
极拳文化产业公司经营，收取的租金折股量
化到全县 23个贫困村，每年带动贫困村增收
15.4万元。

旅游扶贫引来致富“活水”，既让贫困村留
住了青山绿水，又让贫困村蹚出一条致富路。

一连串数字道出旅游扶贫带来的红利：
2017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 657万人
次，实现总收入 36.7亿元，有效带动 2968户、
11205人贫困人口实现增收。

放眼怀川大地，旅游扶贫春风所到之处，
致富之花渐次开放，一张张生动明媚的笑脸
在山乡田野绽放。9

10月 6日，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沉睡中
的修武县西村乡金岭坡村。

住在民宿“云上的院子”的游客张霞透过
窗户向外望去，苍山莽莽，绿树环绕，莺啼鸟
啭。她深吸一口清新空气，尽情欣赏山中秋
色，举起手机定格美丽景致。

昔日，这里是一片废旧的石屋。如今，一
座集吃、住、游、健、养、乐于一体的乡村度假小
镇“闪亮登场”，让游客流连忘返，赞叹不已。

随着焦作全域旅游突飞猛进地发展，旅
游扶贫为更多贫困村庄打开了致富空间。

沁阳将常平村、九渡村、紫陵村等一批乡
村旅游示范村，打造成畜牧养殖观光园、文旅
产业园、户外休闲度假基地等，实现了旅游带
动发展的新态势。

孟州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打造
了丰润园特色农业观光园区，让 60余名贫困
群众有活干、有钱赚。

修武县郇封镇与企业沟通协商，将产业
扶贫资金通过资本收益的形式投入云台冰菊
基地建设，企业按比例给贫困户分红，125户
贫困户每户年增收800元。

武陟县西陶镇依托天惠农庄，在种植业、休
闲观光、采摘特色农业等方面，加大对贫困人口
培训力度，将农庄打造成了扶贫培训基地。

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远近闻名的传统
农业村——辛庄村一改往日面貌，依靠特色
农业采摘、生态观光旅游成为致富明星村。

中站区全力推动龙翔山全域旅游的发
展，促进了百姓增收；马村区光伏农业观光项
目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让周边村民用上了光
伏发电……

“旅游+民宿+扶贫”“旅游+就业+扶贫”
“旅游+景区+扶贫”等模式，推动了旅游、扶
贫、产业融合发展，探索了旅游扶贫的新路
径、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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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色乡村“花样”多

“十一”黄金周期间，孟州市西虢镇
莫沟村游客如织。这里古朴的人文特色
和独特的自然风貌，让游客感受记忆中
的“老家”味道。

莫沟村，曾是典型的“空心村”：除了
留守儿童，就是孤独老人。2015年开始，
孟州市依托莫沟村窑洞特色，邀请乡村
景观规划设计团队进行规划，鼓励村民
以树、地、房等入股，“众筹”2800万元对
村里进行生态修复、绿色改造。

莫沟村党支部书记杨凯说，如今，废
弃的窑院成了崭新的村委会大院，坍塌
的土坯房上建起了“老苗图书馆”，村里
开起了淘宝店、咖啡馆，毕业的大学生和
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就业创业。

这是焦作美丽乡村建设与旅游扶贫
融合的一个缩影。

博爱县寨豁乡小底村通过发展樱桃
观光农业园区，打造乡村生态旅游产业，
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成为焦作旅游
产业项目精准发力扶贫工程的典范。

在小底村带动下，周边的玄坦庙
村、江岭、下岭后、探花庄等山区村庄发
展起了休闲观光农业，走上了脱贫致富
路。

修武县一斗水村、东岭后村、平顶爻
村等中国传统村落和郇封村、韩庄村等
美丽乡村均收入民宿资源库，通过打造
一批乡村旅游精品，助推贫困群众走上
致富路。

“近几年，焦作坚持突出山地特色、
山水特色、田园特色，打造了‘老家莫
沟’‘磨石坡’‘于庄三渡湾’等乡村旅游
扶贫样板。”焦作市旅游局局长金贵斌
说。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旅游产业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一个重要引擎。

近年来，焦作把旅游扶贫

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渠道，依

托沿山、沿黄旅游资源，完善

政策体系，注重培育特色，创

新业态模式，强化帮扶对接，

打响了乡村旅游品牌，为脱贫

攻坚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下，焦作正聚力发展全

域旅游，形成了旅游富民发展

新格局，贫困户吃上了“旅游

饭”，发上了“旅游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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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故事

修武

对“症”施策防因病致贫

图片新闻

□本报通讯员 党娜

“他真是把我们当自己的亲人一样，比自己的亲人还
亲。”10月 7日，孟州市北开仪村贫困户师民生提起供电公
司帮扶队员赵鹏两眼含泪。

师民生的大儿子患病，生活不能自理，老伴儿是风湿
性关节炎，两个家人残疾带来的重担全压在他一个人身
上。“有时候对生活还是很悲观的。多亏了赵鹏隔三岔五
来看我，陪我聊聊天，我这心里有啥给他聊聊，就畅快多
了。”师民生指着家里的线路，说道，“这不是，前些天我说
家里线有点细了，很快都来给线路改了，家里不管啥事人
家都可操心。”

北开仪村是孟州市供电公司第一书记驻村，该公司15
名帮扶队员对口帮扶25户贫困户。

“闺女的4000元上学补贴收到了，真是太感谢了。”收
到助学款，赵蜜腊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第一件事就是
感谢帮扶队员李执义。

得知赵蜜腊的女儿考上了中原工学院，却在为学费发
愁，李执义陪同赵蜜腊，拿着录取通知书到乡扶贫办汇报，
填写申请表、准备资料，向市扶贫办争取政策支持……“国
家的政策好，我们的日子都好过了，闺女上学有了保障，儿
子前些日子也享受政策，学了驾照，有了一技之长。”儿女
安定，赵蜜腊的心里乐开了花。

“我哥现在在医院住着，情况好了很多。多亏了小高，
帮着我哥办理了残疾证，解决了我家的难题。”韩备战对高
维杰赞不绝口。

每个周二，高维杰都和同事们一起到北开仪村进行定
点帮扶，有一次，高维杰到韩备战家里，被他哥哥韩全用铁
锹追着打了出来。韩全患有慢性精神疾病，病情发作的时
候，无法自控，有时也会给家人带来伤害。高维杰了解到
韩全可以按政策办理残疾证，就同办事处、残联联系，将政
策吃透，把材料备齐，最终把残疾证办了下来。

做贫困户的贴心人，是孟州市供电公司驻村第一书
记和每名帮扶队员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出发点，了解贫
困户需求，制定脱贫计划，解决实际困难，尽快实现脱贫，
他们用心和贫困户“结亲”，让日子越过越好，让生活充满
希望。9

□本报通讯员 范燕彬 李峰

“上次住院的 1万多元费用，自己只掏了 5块钱，这次
来住院心里就没啥压力了。”9月 30日，正在修武县郇封镇
卫生院住院治疗的薛拴牢，对县里的健康扶贫政策赞不绝
口。

因病致贫、返贫是扶贫工作中难啃的“硬骨头”，修武
在健康扶贫工作中“辨证论治”“对症下药”，通过多重精准
举措，让贫困群众“看上病、看好病、看起病、少得病”。

托底救助机制，让贫困群众吃上“定心丸”。该县“打
通”人社、民政、卫计等部门的医疗保障救助政策壁垒，建立

“3+3”健康扶贫托底救助机制，最大限度减轻贫困群众就医
负担。

贫困群众住院不用交押金，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住院看病，合规费用100%报销；在县级医院和市
级医院住院看病，自付费用超过 4000元和 6000元，合规
费用 100%报销；终末期肾病、异体器官移植等 34种门诊
重特大疾病和重症慢性病，门诊治疗合规费用 100%报
销。3个“100%”让贫困群众吃上兜底保障“定心丸”，不再
为医疗费用“心慌出汗”。

修武还积极推进医疗保障救助信息的互联互通，全面
建立“一站式”结算服务平台，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医疗服务定制，为贫困群众开出“祛病方”。修武依托
75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织出一张健康扶贫服务网，为全
县 9263名贫困群众免费建立健康档案，让每个贫困户都
拥有自己的签约家庭医生。

“我们针对 1694名贫困患者实行‘一病一定制’精准
医疗服务，其中大病重病患者70人，由县级医疗团队服务，
实行‘红卡’提示管理，纳入大病分类救治工作台账，确定
最佳治疗方案；慢性病患者 1624 人，由乡级医疗团队服
务，实行‘绿卡’提示管理，家庭医生定期随访，随时掌握患
者病情。”修武县卫生计生委负责人介绍道。

只治不防，越治越忙。修武在健康扶贫工作中融入大
健康理念，因人因户，分类施策，为贫困群众提供健康教育、
免费体检、预防保健、中医体质辨识等“防治养”一体化健康
服务。

该县还组织健康扶贫宣讲组，走村入户开展健康扶贫
政策和健康保健知识宣传，提高健康扶贫政策知晓率，提
升贫困群众健康素养，让贫困群众“擅防病、会养病”，跳出

“越贫越病,越病越贫”的怪圈。9

孟州供电公司

用心“结亲”助贫困户脱贫

□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

10月 8日，豫晋两省交界、太行山深处
的修武县西村乡平顶爻村，走进村民开设
的“山里人家”家庭宾馆，“老板”毋水龙正
为扩建的房间粉刷涂料。

“国庆假期，每天都有游客入住，每张
床铺一晚 50元钱，包含 3顿家常饭。”66岁
的毋水龙乐得合不拢嘴，“5月份开业，仅两
间房就挣了好几千元。待扩建的三间房投
入使用后，收入定会噌噌往上涨。”

老毋干起家庭宾馆，多亏了焦作市公
安局驻村工作队的帮扶。驻村第一书记许
昕多次建议老毋，利用平顶爻村被列为中
国传统村落的优势，开设家庭宾馆，靠淳朴
善良的人品和干净卫生的条件让游客住在
村里，吃在村里。

说干就干。许昕带着毋水龙等村民，
到焦作市公安局机关食堂，跟着大厨学做
凉菜、热菜、面点等；帮忙跑市场购买床铺、
被褥，找来有经验的家庭宾馆老板来给村
民指导培训。

“虽然开业时间不长，已有好多回头客
了。”毋水龙感慨地说，幸福生活是干出来
的！

平顶爻村是省级贫困村，村民主要生
活来源是上山采药材、下山打零工。其中
以毋水龙家情况最为特殊：青年时的他勤
快能干，1989年盖起了五间砖瓦房，在当时
算是“家境殷实”。

变化发生在 1993年。那一年，儿子的
出生，给他家带来了短暂的欢喜，也带来了
一辈子的“包袱”。因为儿子患有先天性脑
萎缩疾病，毋水龙打零工和种地挣来的钱

都花在给孩子看病上了。
2009年，孩子在焦作市区大医院做手

术后，病情虽基本稳定了，可家里债台高
筑，“窟窿”更大了。这让毋水龙对生活失
去了信心，田地撂荒了，果树不管了……

2016年6月，焦作市公安局驻村工作队
了解到毋水龙家的情况后，建议他种植蔬菜
和管理好果树来增加收入，改善家境。

“不懂技术，怕没销路，不敢种。”毋水
龙摇头说不。不懂技术，驻村工作队主动
联系农业部门上门手把手教；担心没销路，
驻村工作队负责帮忙销售。毋水龙没有了
后顾之忧，干劲渐渐大了起来。

人勤地不懒。20 多棵桃树、1.5 亩萝
卜、3分白菜……去年一年，毋水龙的年收
入达到 2.7 万元，顺利摘掉了贫困帽。今
年，他又种了 70棵桃树、几十棵杏树、1亩

西红柿……
“撸起袖子加油干”“脱贫路上比学赶

帮超”……如今，这些话语成了平顶爻村群
众的口头禅。

在驻村工作队帮扶下，全村贫困户家
庭经济收入明显增加，人均年收入已超过
脱贫标准，完全符合“两不愁三保障”要求，
按照脱贫程序，全部办理了退出贫困户相
关手续，核发了脱贫光荣证。

不仅如此，村里也在一天天发生变化：
入村的山路扩宽了，村里的路面铺设了青
石板，路旁栽种了樱花、海棠树。村两委办
公用房已投入使用，建起了文化广场，新增
了体育器材……

傍晚，平顶爻村新安装的 50盏路灯亮
起，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一方百
姓的脱贫致富路。9

幸福生活“干”中来

旅游扶贫引来致富“活水”

2018年青天河太行红叶节10月12日启幕，11月底结
束。近年来，博爱县全面加快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步
伐，开启了博爱县“全域旅游+”的新模式，着力打造了“红叶
传情”“文化休闲”等四大旅游品牌。今年推出的青天河红
叶小镇、于庄竹艺小镇等高品质旅游项目，让游客感受博爱
当地生态、文化、休闲、健康的现代生活。 9 姬姣姣 摄

博爱旅游国庆七天乐活动人气旺 崔胜利 摄

通过制作传统旅游工艺品，
助贫困户增收 姬姣姣 摄

冰菊小镇 姬姣姣 摄

在废墟上建起的“云上的院子”成为云台山民宿的典范之作 彭志华 摄

新闻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