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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只羊难脱手 急哭孝顺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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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过去争当“贫困户” ，如

今却主动申请退出贫困资助。 近日，

德江县长丰乡胜坝村 23户贫困户集

体向乡里递交了脱贫申请书。

11 月 10 日， 长丰乡副乡长、下

派胜坝村支书张月其收到了 23户贫

困户交来的申请书， 大小不一的纸

上，字迹虽不太好，却十分清晰。

“我叫陈治强，胜坝村陈家组党

员，家里有 3 口人。 通过政府扶持，

我每年发展养殖， 人均纯收入有一

万元；妻子在外打工，每月固定收入

3500 元，现生活很好，申请退出贫困

系统，请批准。 ” 落款人是陈治强，上

面摁着他的手印。

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 满目青

山苍翠，记者一行来到陈治强的家：

焕然一新的木房子， 干净整洁的院

坝，随风飘逸的红灯笼，令人心旷神

怡。 房屋旁边的圈舍里正酣睡着 5

头 100公斤左右的肥猪。

“刚卖了一头牛， 得了七千五百

元，加上上个月卖猪的收入，今年已超

过一万元……” 陈治强用手指着对面

的山坡说，那 4头黄牛也是他放养的。

据了解，前几年，陈治强因患病

花去十万余元， 大儿子则患有精神

分裂症，小儿子又正在读书，全家生

产生活陷入困境。

2014 年，该乡在开展“两走进”

（走进群众家里，走进群众心里）活

动中获悉陈治强的窘境后， 将其纳

入因病因学贫困户范畴， 予以建档

立卡。 当年，陈治强一家获得救助扶

持，开始发展畜牧养殖。

扶贫先扶志，既重“输血” 又重

“造血” 。 在脱贫攻坚中，长丰乡注

重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发挥

好贫困户的脱贫主体作用， 引导发

展 600亩经果林和 500亩花椒基地，

让一类贫困村———胜坝村的 704 人

拥有了人均 1.5亩的“致富基地” 。

如今， 算上妻子的务工收入，陈

治强一家预计今年有五六万元的纯

收入。 其大儿子因得到救助治疗，身

体逐渐康复， 小儿子顺利考上大学，

全家生活其乐融融。

同样递交了脱贫申请书、跟随父

亲学医多年的陈正发，则依靠扶贫贷

款， 正在发展名贵中药材的种植，预

计三至五年后， 收入将超过百万元，

能带动一批村民就业。

该乡领导尚红、郎彪表示，对主

动申请脱贫的贫困户， 将对其进行

全面考察评估， 若他们确实达到脱

贫标准可批准退出贫困资助。 当然，

乡里以后还要跟踪监测， 必要时给

予再扶持，让他们真正摆脱贫困，与

全国人民同步小康。

（罗旭 张著昶 简冰冰）

德江县长丰乡胜坝村———

在当地救助扶持下，他们有的发展养殖脱贫，有的搞起种植致富

本报讯 初冬时节，福泉市黄丝

李家湾处一棵巨大的古银杏树迎来

了最佳观赏期， 金黄色的银杏叶与

周围的花草树木， 构成了一幅五彩

斑斓的美丽画卷， 每天都吸引省内

游客到此观赏。

这棵黄丝银杏王估测约有

6000多年， 树高 50 米， 胸径 4.79

米， 树冠覆盖 600余平方米， 要 13

人牵手才能将其环抱， 是目前有文

字记载的古银杏树之最，被誉为“植

物界的大熊猫” 。

2001年， 该树被载入吉尼斯纪

录。2016年 11月 10日，在徐州邳州

举办的 2016第四届中国（邳州)银

杏节上，这棵银杏王荣获中国“十大

最美古银杏”称号。

（易盛武 本报记者 张仁东）

福泉千年银杏王

满身尽披黄金甲

本报讯 父亲带病在深山养羊，

如今病情加重， 纳雍一女子欲卖羊

救父， 但 150 只黑山羊一时无法脱

手，急哭了这个孝顺女儿。

毕节纳雍县勺窝乡群星村，60

多岁的村民彭庆华在山里养了 150

多只黑山羊。最近几日，原本有严重

心脏病的他病情加重， 其女儿彭月

虹苦劝父亲卖掉山羊， 好安心带他

去贵阳治病。最终，彭庆华接受了女

儿的建议，答应卖羊养病，但 150 只

羊却一时难以找到买主。

几月前， 曾有买主想全部买走

这些黑山羊， 不过听说买主买去山

羊后将即刻杀掉卖肉， 而此时不少

母羊肚里已有羊仔， 她父亲不忍心

卖而拒绝了买主。 看着日渐消瘦憔

悴的父亲与满山奔跑的山羊， 彭月

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常常急得暗

自流泪。 （本报记者 徐其飞）

本报讯 2017 年国际山地旅游

暨户外运动大会主体赛事活动———

兴义白龙山国际山地越野跑公开赛

暨中法山地越野赛， 于 11 月 12 日

在兴义市万峰林广场开跑。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 黔西南

州人民政府主办， 贵州省山地户外

运动管理中心、 贵州起点鹰极户外

运动俱乐部等单位承办。 比赛以

“奔跑白龙山， 让世界看见” 为主

题，今年进入第二季。

经过 6 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

来自云南玉溪的杨朝海以 1 小时

37 分 36 秒夺得男子挑战组第一

名，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被来自法

国的卡亚尔·安多尼和来自贵州三

都的韦学毯夺得；来自云南昭通的

赵忠梅以 2 小时 08 分 46 秒夺得

女子挑战组冠军， 来自法国的穆

兰·安娜和来自贵阳的罗旭分别获

得第二名和第三名；来自遵义的邹

磊磊以 3 小时 17 分 32 秒和来自

六盘水的刘美香以 4 小时 18 分

18 秒分别获得专业男子组和专业

女子组冠军。

据了解，白龙山位于黔西南州

兴义市七舍镇，赛道途经原生态村

庄、茶马古道、高山茶园和森林草

甸，还有坡度接近 50 度的山脊梁，

属于典型的亚高原山地比赛。沿途

风光秀丽，登高望远还能俯瞰万峰

林美景，突出了“田中跑” 、“林中

跑” 、“观瀑跑” 、“云中跑” 等四大

亮点。 该项赛事于 2016 年首次举

办就荣获了由中国户外产业年会

评选的“最具人气越野跑赛事” 的

称号。 （本报记者）

本报讯 12日晚，第二届黔东南

州“创业 创新 创意” 大赛颁奖晚

会在隆里古城举行

本次比赛分为“创新百变家” 、

“创业梦想家” 、“创意改造家”三类

组别， 最后共评选出了三等奖 9名、

二等奖 6 名、一等奖 3 名，以及单项

奖 14名。

其中，来自贵州大学的智慧农业

工作室团队获得“创业梦想家”组别

一等奖；来自贵阳学院的苗家阿妹团

队获得“创新百变家” 组别一等奖；

黑龙江女孩张敏获得“创意改造家”

组别一等奖。

（本报记者 李韵）

相约白龙山

悦跑山地间

兴义国际山地越野跑圆满结束

父亲病重，急需用钱———

彭月虹在焦急地等人来买羊

越野跑现场

村民的申请书

23户贫困户主动提交脱贫书

古银杏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