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记者 张晓鸣

上
海
推
进
形
成
全
市
消
费
扶
贫
阵
地
网
点

第
三
届
上
海
市
对
口
帮
扶
地
区
特
色
商
品
展
销
会
开
幕

本报讯 （记者赵征南） 昨天是第

七个国家扶贫日。 第三届上海市对口

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会在光大会展

中心开幕， 来自上海对口帮扶的云南、

新疆、 西藏、 青海、 贵州等 7 省区市

20 个地州市以及对口合作的大连市 ，

带来了当地上万种特色产品。 本届展

销会以 “聚焦精准扶贫、 丰富上海购

物” 为主题， 由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

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有关

方面共同举办 ， 展出面积达 1.5 万平

方米。 今年参展的农特产品数量、 种

类与去年相比都有了显著增加。 据悉，

展销会将对公众开放至本月 20 日。

当前上海持续加大消费扶贫力度，

变对口帮扶地区的资源优势为发展优

势， 让原产地 “最初一公里” 连接到

消费端 “最后一公里”。 家住桂林路的

李阿姨昨天早早来到展销会现场， 她

指着展位上的遵义林下鸡说： “这个

冰鲜鸡不到三斤， 大小适中， 烧出来

的汤是金黄色的， 香得不得了。” 在果

洛展区， 野生蕨麻吸引了李阿姨的注

意 。 参展团队的烹饪人员告诉她 ：

“前一天晚上提前泡一下， 第二天煮粥

就会更香。”

今年展销会新增设餐饮体验区 ，

结合互联网直播生动展示各地特色食

材的烹饪方式。 记者看到， 一家牦牛

肉展台前被众多环型灯和手机 “聚

焦”， 牦牛肉现场烹饪直播吸引了线上

线下众多观众。

市政府合作交流办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在展销会的基础上， 上海以

地标商圈 10 家消费扶贫直营店 、 20

家消费扶贫生活馆 、 100 个消费扶贫

专店专柜为支点， 引领线上线下市场

主体广泛参与， 大力推进形成全市消

费扶贫阵地网点 ， 构建 “5+365 天 ”

消费扶贫平台。 与此同时， “百县百

品” 展示体验专柜、 “双线九进” 消

费扶贫、 “双一百” 村企结对帮扶等

活动也在不断涌出， 为脱贫攻坚贡献

上海智慧和力量。

反映上海扶贫援黔的越剧现代戏
《山海情深》昨晚亮相美琪大戏院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扶贫大业实悲壮，我甘愿身体

力行，鞠躬尽瘁，探索前行觅良方……”作为“艺起前行”优

秀新创舞台作品上海展演剧目， 由上海越剧院最新创排的

越剧现代戏《山海情深》昨晚亮相美琪大戏院，正值第七个

国家扶贫日， 这部以上海扶贫援黔为主题的剧目采用了符

合当代审美的叙述手法和舞台表现形式， 给观众耳目一新

的观感同时，展现了传统戏曲在当下的艺术担当。首演还特

邀了部分援黔干部及家属观摩。

《山海情深》以西部山区某苗族苗岭寨为背景，通过一

对上海援黔父女从疏离到理解的情感历程， 贯穿起一群苗

家女在脱贫致富过程中的喜怒哀乐， 以民族传统竹编走向

城市舞台的过程，全景式呈现扶贫攻坚这一主题。不同于大

多脱贫戏的框架，《山海情深》 多了一份人文关怀， 关注到

“脱贫之后不返贫”的农村劳动力保护问题。

“这是上海越剧院近 20 年来出动的最大规模。 ”上海

越剧院院长梁弘钧说。 据悉，《山海情深》首次实现了全院

三团演员同台的场面 ， 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达到近 160

人。 少见的规模和独特的主题对演员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

经历。 “主角靠着长远的眼光帮助一个村庄迈向新生活，他

的胸怀和质朴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剧中饰演父亲 “蒋大

海”的许杰表示：“表演中，我选择尽量‘收’着些，用自然的

方式展现人物的高大。 ”而“袁派”花旦方亚芬起初拿到苗

家媳妇 “应花 ”的角色时有些抗拒 ，认为她身上 “少了点

戏”，但在排练过程中她逐渐感受到了人物的力量：“应花一

面在家中照顾老人，一面又致力于恢复竹编社，是一位外柔

内刚的女性。 ”

在剧本新之外，《山海情深》 的歌舞也是值得关注的一

大亮点。在苗家女赴沪参加培训班的一幕中，上越的青年演

员们伴随着动感的音乐载歌载舞了起来， 整齐的动作颇有

些音乐剧的意味， 这样的呈现手法来源于导演杨小青的考

量。 “当我思考越剧这条路该怎样前行时，我认为它应该是

年轻的，当观众欣赏歌舞化的《山海情深》时，能够感受到越

剧的新面貌。 ”她表示。

“追溯越剧发展的 100 多年 ，它始终和时代紧贴在

一起 。 ”梁弘钧说，“我们希望借这部戏在剧种的基本功之

上做出更多尝试， 因为越剧的生命力向来是在创新中激

活的。 ”

就业脱贫，让大山深处飞出更多“金凤凰”
“春秋就是要挑硬骨头，对口帮扶就是要到最难的地方去”

“去过云南贫困村， 我才意识到， 走出

大山真难。” 说起第一次去云南省红河州红

河县车古乡利博村扶贫调研， 春秋集团党委

副书记 、 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至今记忆深

刻。 昨天， 在 2020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

大会暨首场脱贫攻坚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王

煜荣获奉献奖。

大山深处， 自然条件恶劣， 无法开通航

线，也不能输送游客，对于以航空、旅游为主

业的春秋集团来说，不易发挥优势，落实“万

企帮万村”村企结对精准扶贫行动难度很大。

但扶贫攻坚就是要敢打“硬仗”。经过讨论，春

秋集团党委下定决心 ：“春秋就是要挑硬骨

头，对口帮扶就是要到最难的地方去。 ”

招募乘务 , 实现一人就
业全家脱贫

调研过程中，王煜发现大山里有很多“金

凤凰”，春秋集团要想办法帮他们飞出来。

王煜在党委会上提出， 针对红河地区的

实际情况，在符合民航规章的前提下，降低身

高、学历等要求，到红河开设最热门的客舱乘

务员岗位招聘专场。 通过层层选拔，800 多位

报名的各族青年中， 有 35 名学员脱颖而出，

其中 17 人为贫困户。

2018 年 12 月 7 日，35 名红河学员来到

上海参加技能培训， 春秋集团对建档立卡和

少数民族特困户学员总计减免了 50 多万元

的培训费用。 十几门专业课要在 3 个月内通

过考核，尤其是专业英语、航空器基础知识等

课程，对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确实不容易。王

煜要求客舱部专门安排 35 名党员乘务长“一

对一”带教。有个学员两次考核都只差一两分

及格，只剩最后一次补考机会的时候，王煜专

门叮嘱：“考核标准不能降低， 红河的学员也

一个都不能少。” 带教乘务长们更是用心用

情，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解释，一个个找问

题、补差距。 半年后，35 名红河学员全部通过

了考试，月平均收入达到 1 万元，实现了一人

就业、全家脱贫。建档立卡户学员李慧鑫当上

乘务员后，一年内不仅还清了助学贷款，还给

家里寄了 3 万多块钱。

航线帮扶，为贫困群众增
收真金白银

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王煜带领集

团发挥所长，实施航线帮扶，往欠发达地区开

通了 37 条航线，其中许多是春秋独家航线。

“航线开到哪里，我们紧跟着就把游客送

到哪里。 ”王煜说，“同时，我们的市场部门坚

持对机票价格实施优惠让利， 方便帮助对口

帮扶地区的人员、物资加速流通。 ”

截至 2019 年，春秋旅游共完成援疆包机

39 个架次的百人团， 向喀什输送游客超过

5000 人次，其中，中高端游客占比超过 70%，

春秋援疆包机业务在全上海占比超过 50%。

2018 年 12 月， 春秋旅游首度组织了一

次“冰雪包机”之旅，上百名游客前往冬季的

喀什，感受并记录新疆冰雪之美，迷人的冰山

圣地、 良好的游客反馈让新疆旅游 “淡季不

淡”成为可能。 同时，把新疆瓜果等特产引进

春秋各大门店，销售额达 180 余万元。今年春

秋航空继续加大援疆扶贫力度， 新开通了喀

什、石河子、克拉玛依等定期航线。

2014 年至今，春秋航空向中西部欠发达

地区累计输送团队游客超过 80 万人次，仅上

海对口帮扶的云南省， 迄今已累计输送 40.5

万人次。

迎难而上，疫情之下扶贫
攻坚不放松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航空、

旅游业遭受直接冲击。 春秋积极响应党和国

家号召为旅客免费退票， 直接经济损失十几

亿元。往年最赚钱的春运，今年日均亏损却达

1500 万元。 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尽管如此， 春秋的扶贫攻坚工作没有一

丝一毫放松。疫情导致乘务员航班减少，王煜

主动关心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红河乘务员，对

他们实施政策倾斜，尽可能安排飞行任务，让

他们不因疫情原因而减少收入。

春秋还是抗疫期间首个赴滇实施扶贫招

生计划的上海企业。今年 4 月，春秋航空扶贫

工作组联合上海开放大学航空运输学院组队

前往云南红河实施“筑梦蓝天计划”，面向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高中毕业生招生。

有了第一批红河学员的良好示范作用，

当地贫困户家庭踊跃报名。 今年 5 月 16 日，

18 名优秀的红河贫困学生开始了为期两年

的学历教育和空乘职业培训， 春秋全额减免

学费，并提供免费食宿，一对一结对帮教，通

过扶志与扶智双向持续发力， 实现贫困学员

学习就业，全家脱贫。

在王煜看来， 春秋集团是改革开放的参

与者、 见证者、 受益者， “下一步， 我将进

一步发扬企业家精神， 做好主业、 实业报国

的同时， 切实响应党的号召， 促进贫困人口

长效脱贫，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 站好每一

班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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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滴灌“金果子”，百姓过上好日子
上海浦东对口帮扶云南大理11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 黑惠

江畔原本寸草不生的 600 多亩岩石地上，一

棵棵柠檬树苗长势喜人。用不了多久，这里将

成为国内最大的无籽香水柠檬基地。

“借助沪滇援建项目的帮扶资金，我们专

门挑了最难种的荒地打造出示范种植基地。

一年下来，老百姓尝到了甜头”，浦东新区援

滇挂职干部金军在巍山担任副县长， 被当地

人称作“金柠檬”的他心中早有目标：要让一

个个小小柠檬成为过上好日子的“金果子”。

不只是巍山的柠檬，还有宾川的葡萄、南

涧的茶叶……浦东新区与云南省大理州自

2017 年起开展扶贫协作，精准滴灌一枚枚优

质的产业项目“种子”，坚持把资金、项目、人

才、举措“沉到贫困乡，落到贫困村，绑定贫困

户”， 目前对口帮扶的 11 个贫困县已全部实

现脱贫摘帽。

摸准门道，农业产业形成规模优势

海拔低、气温高、日照强，加上偏酸性的

土壤，巍山县可以说天生适合种植柠檬，但过

去老百姓分散种植的模式无法形成产业优

势。抱着走出一条新发展路径的想法，金军上

网搜索对比了全国各地的柠檬基地信息，认

准一位种植专家上门求教，“光是重庆的种植

基地我就去拜访、考察了三次，还邀请到浙江

柑橘研究所等专业机构来现场指导， 最终选

定无籽香水柠檬作为巍山的主打品种”。

借助沪滇援建项目， 沿江 4 个乡 8 个村

的示范基地去年种下第一批树苗。 而距离种

植基地数十公里之外， 一个 200 万株脱毒种

苗的繁育 “工厂” 也由沪滇资金投资建设完

成。 “老百姓拿到手的柠檬幼苗，全部是经过

嫁接之后，再采取多次脱毒处理的。”金军说，

工厂化育苗技术实现源头把控， 不仅可以尽

量避免病虫毒害，还会大大提升种植的效率。

第一批示范基地都选了种植难度最大的

山地，过去根本无人问津。 如今，眼见着柠檬

的挂果时间大大提前， 市场收购价达到一公

斤 3 元， 老百姓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激发起

来，纷纷决定拿出自己的土地来种，今年新增

的报名总数已经超过了 1.2 万亩。

根据计划，未来两到三年，巍山县的柠檬

种植面积将达到 5 万亩，后端的柠檬精油、柠

檬低温鲜片、 柠檬果胶等高附加值产品今后

都会在此生产，串起全链条的农业新产业。

选准模式，让贫困户最大程度受益

在宾川县， 当地政府与沪滇资金的投资

选择了新的模式———建设设施不再租赁给企

业，而是邀请专业企业技术入股，把收益的大

头留在当地；贫困户可以获得技术培训，逐步

成长为田间工人。

白荡坪绿色有机科技种植示范基地位于

宾川县鸡足山镇白荡坪村， 依托沪滇资金建

成。这里种植了“阳光玫瑰”“金色红手指”等优

质葡萄品种，如今已经卖到北京、上海等地。

“根据‘资金变资产，资产变收益’理念，

沪滇资金要通过实际的项目落地， 实现长期

收益，为村民提供稳定收入。 ”挂职宾川县副

县长的浦东援滇干部孙峰告诉记者， 白荡坪

基地采用了“3322”的利润分配模式———30%

由鸡足山镇提留作为镇级产业发展基金 ，

30%作为白荡坪村的集体收入 ，20%是管理

企业的技术支持分红，剩下的 20%则作为村

民土地入股的分红。由此一来，积累的发展基

金可以用于产业投入，形成产业促进发展、发

展反哺产业的循环发展。

基地建设中，共有包括 11 户贫困户在内

的 70 户村民加入，按照今年的收益，他们平

均每户可以分到 6000 元。 此外，他们还能获

得基础的土地入股保底金， 并在基地务工获

取报酬，平均一天一人收益 100 元。

闯出新路，撬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罗伯克， 在彝族语言中意思是老虎出没

的地方。在沪滇资金的援助下，南涧县公郎镇

的罗伯特茶场正在抓紧建设一座沪滇协作综

合示范园，探索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有望闯出

新路，撬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沪滇资金对全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展开

精准帮扶，112.6 亩的低产茶园得到改造，茶

农则参与了 “高素质农民培育暨生态茶园管

护”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农技水平。

围绕示范园的“全茶区”建设，沪滇资金

援助改造周边 3 个村的 3 座茶叶初制所，并

对其他 11 个茶叶初制所和 2 个配套设施做

了整修，全面提升公郎镇茶叶生产加工水平。

今年 86 岁的李正林是罗伯克茶场的老

场长，此次按照“资金变资产、资产变收益”理

念，茶场通过沪滇资金收购成为村集体资产，

添置更迭了全自动茶叶粗加工设备， 再租赁

给李正林运营。 “杀青、揉捻、分晒、烘干……

以前通过人工或半自动机械操作的步骤，现

在可以全自动完成，不仅效率变高了，茶叶品

相也更好了，碎茶少了许多。 ”李正林说，“去

年茶场收入 600 万元， 其中 40%用来分红，

160 户村民平均可以分到 1.5 万元，今年效率

变高了，分红也会更多。 ”

｜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

将消费扶贫打造成
东西部产业合作新增长极

（上接第一版） 详细听取平台关于扶贫产品培育孵化、 展示

销售、 体验品鉴、 评价认证以及数据汇总统计等功能汇报，

并现场察看了对口地区各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 就进一步深

化消费扶贫、 拓展市场平台， 助力对口地区如期实现脱贫攻

坚任务等与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交流讨论。

李强指出，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

坚之年。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 上海承担了助力对口地区脱

贫攻坚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 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后阶

段，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紧迫感， 保持攻坚态势， 把上海

自身优势与对口地区实际需求更好结合起来， 善始善终、 善

作善成， 助力对口地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确保对口

地区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 要深入开展消

费扶贫， 搭平台、 畅渠道、 强供应， 积极探索顺应数字时代

发展的产销新模式， 多管齐下帮助对口地区农特产品进入上

海市场， 丰富市民餐桌， 并通过上海走向国内外更大市场。

要进一步总结提升扶贫协作经验做法， 助力对口地区增强

“造血” 功能， 帮助当地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改造生产链、

提升价值链、 畅通消费链， 让更多优质产品为社会所了解、

为市场所接受， 真正打响品牌。 要按照 “政府引导、 市场主

导、 企业主体” 的原则， 推进全要素、 宽领域的合作对接，

全力将消费扶贫打造成东西部产业合作新的增长极。

市领导诸葛宇杰、 彭沉雷参加。

作家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书写乡村蝶变
（上接第一版）在作家看来，真实是报告文学

的生命和根基，要做到声情并茂、温暖感人，

必须用有力量的细节说话，而好细节正藏在

生活的深处。

“写报告文学对作家几近苛求，从生活

到艺术、从事实到叙述，没有任何为文造情

或闭门造车的缝隙， 你必须深深地躬下身

子，细细地鉴别每一株草木。而你以往的人生

经验，只能用于对题材的思考和理解，若移花

接木，必然失血脱骨，而闲笔恣肆，则会离题

万里。”为了塑造好《脱贫路上追梦人》里可亲

可敬的扶贫干部， 作家艾平多次赴内蒙古赤

峰市挖掘采集素材，与“身上有泥土、手上有

羊毛、心里有一腔真情”的村支书们打交道，

“我尤其好奇的是，年轻干部如何在农村的风

吹雨打中懂得了农民 ，懂得了时代 ，懂得了

中国，是不是做好了承重未来的准备？”不管

扶贫还是写作，这个过程都非一蹴而就，“我

一再告诫自己，生活是璞玉，要有耐心”。

不少作品除了关注扶贫工作本身，还把

重点放在家族史、村落史，感受人的精气神。

诚如中国作协副主席、 评论家李敬泽所说，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业，不仅仅是经济上摆

脱贫困，也是广大乡村的社会变革、精神洗

礼，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人的变化、人的成长。

他认为，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出的新人闪耀

着时代精神的光芒，在创作中需着力敏锐捕

捉这些持久性的、 面向未来的新因素新气

象，以宽广的历史维度与人类视野，写出新

时代的“创业史”。

这也就不难理解，作家潘小平深入大别

山腹地的金寨小城，采取“入户”方式捕捉搜

集一手素材，当“十送红军”旋律在大山深处

循环播放，集老区、山区、库区为一体的山乡

巨变令作家心潮澎湃。“中国农村变化巨大，

但最大的变化，是人的精神面貌。报告文学

的叙事冲动来源于哪里？当然可能源于审美

的冲动， 但更大的冲动应该是来源于现场，

来自现实的感受。入户直击走访有助于获得

在场感和当下性， 它以一种显性的方式，呈

现在文本之中。”

和现实“贴身肉搏”，写作
需力戒概念化、同质化

主旋律故事与现实“贴身肉搏”，不光要

探入生活最深处的褶皱，也需避免陷入概念

化、同质化写作。过去一段时间，“不少贫困

村的脱贫故事，好像一个模子里套出来”的批

评声令人警惕。“有些作家过于依赖惯性，靠

重复过去成功的路数， 觉得安坐书斋蒙着头

写就行，缺乏行动力。”评论家、《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军告诉记者，创作者不能跟热气腾

腾、各式各样活生生的生活现场之间产生罅

隙，避免流于“直愣愣”的单一化扶贫书写。

因此，创作《高高的元古堆》的过程中，

作家秦岭给自己立下“三多三少”规矩———

多面对面问询，少在乎集体汇报；多背对背

求证，少关注人云亦云；多田野调查，少依赖

材料。他以元古堆为轴心，采取由外到里寻

迹觅踪、由里到外辐射扫描的方式，考察元

古堆及周边十多个市 、县 、乡 、村的历史变

迁、 人口演变和风土人情， 先后采访120多

人，并分门别类建了三个微信群。作品初稿

完成后，不少村民还在微信中“催更”。

“作家不断行走，乃至到更偏僻的地方，

去细心书写、记录、感受新时代脱贫攻坚所

取得的成就， 才能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中

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评论家邱华栋举了个例

子———有作家在宁夏西海固地区采风时感觉

到和想象中大不一样 ，“原以为都是黄土梁

子，不适宜人类生存，实地探访发现绿草成

荫、绿树成行，空气湿润，还有长跑的塑胶跑

道，实际上随着中国气候的改变和生态的变

化，一些乡村风貌已和想象中大不相同”。

真实自有力量，作家郑彦英在河南兰考

基层攒出大量细节———“一个乡的书记 ，为

了解决养鸭户因断电鸭苗濒临死亡的问题，

半夜带人到城里， 冒着大雨买到两台发电

机， 连夜送到村里发电， 挽救了十几棚鸭

苗。”“兰考当地有个爱心超市， 只要家里干

干净净，每月就能领100积分，相当于100元

钱，可以到超市兑换日用生活品，妇女们常

常在一起比‘持家积分’，立见高下。”

天津作家王松穿行于近4万平方公里的

赣南大地上，越是深入峻岭重重的深山大沟

田间地头，他就愈发明白，真相不会“等”在

那里，只能靠作家去寻找。如果说写小说“像

一只鸟任思绪和想象在空中飞翔”， 那么纪

实文学创作如同“变成穿山甲，钻到大地腠

理的深处去发现真相 ”———“感受了真实的

力量之后， 当小说家再由穿山甲变回鸟，它

的每一根羽毛都会坚实起来。当它重新飞向

蓝天，飞翔姿态和高度，肯定就会不同。”

伴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号角，扶贫路

上回响的声声跫音，必将更加坚定。从扯着

藤蔓攀岩到钢梯嵌进绝壁，再到索道飞架南

北， 古路村从壁立千仞的绝尘幽谷中走来，

正是当下多个村落蝶变的缩影。恰如作家陈

果在《古路之路》中所写的：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需要创作者

持续关注、孜孜求索。

左图：浦东援滇挂职干

部与工作人员察看柠檬生

长情况。

下图：直播带货把援滇

干部的成果销往全国各地。

均刘思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