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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扶政策改善環境

三代住房見證
景頗山寨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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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頗族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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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 一家親

見到客人來訪，

11 歲的石寬晶從
媽媽懷裡抱起兩歲
的弟弟、牽上8歲
的妹妹，回到他們
自己的房間，愉快 更多報道請掃描二
地玩耍起來，讓媽

維碼觀看視頻

媽與客人安靜地交談。這是雲南省
隴川縣隴把鎮呂良村委會新寨村民
小組一個五口之家的景頗族家庭，
男主人石干朋出外打工，主婦孔傘
在照顧石寬晶三姐弟的同時，盤田
種地、種桑養蠶，經營着自家的小
日子。

呂良村委會新寨村民小組的孔傘家坐落於一片不大
的平地上，三幢新舊不一、用料各異、面積相差

隴川是景頗族人口最多的縣。長

人民生活節節變好

的房屋依次排列，令人恍惚進入了景頗村寨的不同時
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孔傘一家目前居住的簇新民
居。結婚12年，兩女一子先後出生，卻巧合地各自生於
孔家的三代住房，令孔傘感歎不已：僅從居住條件的一
次次改善，就能看出我們的日子一天天變好。

期以來，景頗族居住於山區，自然
條件惡劣、居住條件差。近年實施
的幫扶政策，極大改善了人居環
境，一座座景頗新寨拔地而起，令

三代房誕三子女

景頗人民享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實
惠。走進邊境線上的曼崩村，家家
戶戶通水泥路，有犀鳥頭裝飾的太
陽能路燈照亮全村，外牆色彩統一

▲雲南省隴川縣隴
把鎮呂良村景頗族
孔傘一家五口。

的新房錯落有致，路旁的鮮花與亮
麗的民居相得益彰。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12 年前，孔傘嫁入呂良新寨，為了迎娶新娘，丈夫石
干朋一家幾乎是傾盡全力，建蓋了一座小小的新房。雖
是新房卻十分簡陋，框架由山間砍來
的樹木搭建、外牆以竹子剖開圍建，
屋頂則以山草覆蓋，及至後來才換成
鐵皮瓦屋頂，如今看去已顯破敗。小
屋並無窗戶，通風採光全靠外牆頂部
留出的縫隙。孔傘說，那就是大女兒
出生時的居住條件。
二女兒出生時的條件稍有改善。9
年前，孔傘一家省吃儉用，在舊房一
側建起了面積約 30 餘平方米的三間
住房，以空心磚為牆，開有鋼窗的住
房通風採光不錯，當地政府以實物形
式補助了建房所需的石棉瓦，基本解
決了屋外下大雨屋內下小雨的難題。
2016 年，孔家開始建設自家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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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保留了景頗民居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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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房，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的
亦具現代感。
亦具現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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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與全村的民居改造同步進行。孔
傘家新建的是 88 平方米、三室一廳
8!8&)'
的磚混結構住房，既保留了景頗民居
風格，又頗具現代感，外觀亮麗、窗
!
明几淨、水電齊全，與城裡的住房並
無兩樣。新房建好後，兒子出生，孔
 
 
傘連稱：兒子最有福氣，一出生就住
上了最好的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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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耕地並不少，但長期從事傳統產業，並
不能給他們帶來更多收入，雖然一年四季在
20 畝田地裡勞作，但僅能維持基本生活。2017
年，當地政府主導發展蠶桑產業，引入企業幫
助村民栽桑養蠶。企業為村民提供桑樹種苗、
農藥化肥和幼蠶，並提供技術指導，幾乎是手
把手地教會他們種下桑樹、採摘桑葉、飼餵幼
蠶，直到蠶寶寶上架吐絲、上門收購，提供全
套服務。

去年純收入逾 3 萬
入了栽桑養蠶的門，董掃江才知道，這是一個
周期短、見效快，可以幫助他們快速脫貧致富的
產業。他介紹，栽下桑苗至採摘桑葉，通常 25
天，最遲僅需兩個月。而企業提供的幼蠶養到上
架吐絲，一般只需 15 天。企業派出專門人員上
門收購蠶繭，他只需隨收購人員到公司過秤交
售，扣除幼蠶成本後，交售款就會匯到自己的銀
行卡上，「相當於每月領兩次工資。」已搬遷至

3.52 萬元，7 畝桑樹
的產值，遠超過去 20
畝甘蔗的收入，並享受到
產業發展補助 8,160 元，「栽桑
養蠶讓我摘掉了貧困戶的帽子！」

2015年和2016年，申請到小額貸款8萬元，用於產業發展，增加了收入渠
道。2017年起，享受到來自政府和企業的產業補助資金13,260元。
在建房時，當地政府統一設計了 4 套建房圖紙，由自家選定其中一套建蓋。
建房也由政府遴選數家施工隊，由自家選定並與其洽商價格。建房質量則由政府聘
請監理公司統一監督。建蓋新房時，孔傘與丈夫商量，打下了伏筆，對地基進行了強化
和加固。對目前的住房條件已感滿足的他們，其實還有自己的遠景打算：待孩子長大成
人後，在現房基礎上加蓋樓層，滿足他們的住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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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太陽能浴室
雖然手中多了數目不小的一筆錢，但家庭建設
需要花錢的地方也不少，不過，董掃江一家最先
考慮的，是改變衛生習慣。
董掃江為家裡添置了電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為
自己與妻子、三個子女各購買了一個衣櫃，還在上
中小學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已養成良好習
慣，將自己的衣服收納得整整齊齊。董掃江還在
自家屋前建起了太陽能浴室，一家人改變了過去
到河塘洗澡的習慣，既方便又衛生。電冰箱的添
置，也讓他感到了方便和衛生，每五天一次的集
市，董掃江可以買來 5 斤豬肉，放在冰箱隨吃隨
取，不再擔心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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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頗人民英勇抗爭維護祖國統一

歷史上，景頗族人民為維護祖國
統一進行過英勇鬥爭，為捍衛祖國
神聖領土完整和開發建設西南邊疆
作出了重要貢獻。
1875 年，在史上聞名的馬嘉理
事件中，景頗族人民擊斃竊取中
國情報的英國間諜馬嘉理，阻擊
了英國軍官柏朗率領的侵略軍，

打擊了侵略者的氣焰。1898 年中
英兩國勘定隴川邊界時，景頗族
山官早樂東在人民群眾的支持
下，據理抗擊，粉碎了英帝國主
義者侵佔中國領土的野心。1910
年，英國侵略軍 2,000 多人侵佔中
國景頗族聚居的片馬、古浪、崗
房地區，激起景頗族人民的強烈

反抗，進而在雲南全省掀起了反
英運動，組織「中國保界會」，
終於迫使英政府承認片馬、古
浪、崗房是中國領土。抗日戰爭
時期，景頗族人民積極參加抗日
游擊隊，用長刀、斧子、銅炮槍
奮起抵抗侵入滇西的日本侵略
軍，為保衛祖國立下了功勞。

★ 共 和 國 檔 案
■無人機在華北平原
糧食產區進行植保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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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來中國糧食總產量增 4.8 倍
國家統計局 8 月 5 日發佈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
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報告顯示，2018 年內
地糧食總產量為 13,158 億斤，比 1949 年增長
4.8倍，年均增長2.6%。
報告說，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農業走過
了輝煌的發展歷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
成就，不僅用不到世界 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
近 20%人口，而且百姓餐桌越來越豐富，品質
越來越優良。
報告顯示，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畜產品供

應總體不足。改革開放後，特別是1985年國家
放開豬肉、蛋、禽、牛奶等畜產品價格後，大
牲畜、生豬等傳統養殖業發展迅猛，家禽養殖
加快發展，畜產品產量快速增加，主要畜產品
產量穩居世界第一，禽蛋產量連續多年位居世
界首位。此外，水產品總產量自1989年起穩居
世界首位。
農業結構也在不斷優化。報告顯示，新中國成
立70年來，中國農業實現了由單一以種植業為主
的傳統農業向農林牧漁業全面發展的現代農業轉

變，農業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
盾，農業發展由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
此外，農村土地流轉深入推進，適度規模經
營快速發展。報告顯示，農村承包地更加有序
流轉。2004 年農村承包地流轉面積為 0.58 億
畝，到2018年，內地家庭承包耕地流轉面積超
過了 5.3 億畝。同時，國家着力培育各類新型
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截至 2018 年
底，內地農民專業合作社註冊數量 217 萬個，
家庭農場60萬個。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