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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小
康路上绝不能让一个贫困户掉队！”党
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澧县打响了一
场脱贫攻坚战，迎来了历史性的跨越
和巨变。

“ 截 至 2017 年 底 ，全 县 共 脱 贫
10771户34813人，贫困发生率降低为
1.94%，贫困村出列 19 个。部分脱贫
人口的增收步入快车道，有些地方人
均收入高达3万元。西北片区更是处
处涌动着发展热潮，处处焕发着勃勃
生机……”湖南澧县县委书记邹如龙
如数家珍。一个个扶贫攻坚新举措、
新亮点、新成效扑面而来，一群群党员
干部携手农民奔小康的乡村振兴画卷
徐徐展开……

产业是脱贫重要支撑

澧县脱贫攻坚成效如何，很大程
度上看西北片区的发展。作为拥有农
业人口 76.3 万人的澧县，共 19 个镇

（街），42 个贫困村，其中甘溪、码头
铺、火连坡、王家厂的西北片区有 31
个，共有贫困人口5931户19311人。

产业发展，无疑是脱贫攻坚的重
要支撑。为此，澧县县委县政府因地
制宜，果敢决策，把西北片区开发作为
新澧州新跨越“六大板块”的重中之
重，并把茶叶、纽荷尔脐橙作为脱贫增
收的特色产业。

回龙峪村是码头铺镇的一个偏远
村，典型的丘陵山区，经济落后。但这
里群山连绵，植被丰茂，日照充足，雨
水风沛，是专家公认的茶叶生产的黄
金地带。为了让茶叶成为农民脱贫致
富的支柱产业，尽快提升“造血”功能，

镇党委镇政府采取典型引导、党员示
范、大户带动等举措，致力打造“万亩
茶乡”。在实际工作中，镇政府还采取
统一供苗、统一技术、统一销售、补贴
培管工资的模式，一时间，无论是村民
还是大户，种植茶叶的积极性起来了。

然而，产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
风顺的。2013年，遭遇水涝，2014年，
又恰逢旱灾，有些丘块茶苗死亡率高
达70%。睿智的县乡村三级干部与扶
贫工作队一道携手广大茶农打响了抗
灾补损攻坚战。两年来，该镇茶园面
积不仅没有减少，而且由2013年3000
亩增加到2015年的6800亩。

为了推进产业配套，提升茶叶产
业附加值，2017年4月，码头铺镇青年
农民刘锋等人在回龙峪和龙洞峪两个
村买断1050亩茶叶基地10年经营权，
领衔成立了华阳茶叶有限公司，新建
了两条黑毛茶生产线，并于当年投入
运行。一方面，华阳公司将生产的黑
毛茶半成品委托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深加工，制成安化砖茶。一方面，公
司精准施策，打造“富晒云针”名优茶，
注册了“沅澧”绿茶商标，70%以上的
茶叶通过电商，让澧县的茶叶真正走
出去，产品行销全国，出口欧美。

华阳茶叶有限公司还常年安置了
9名贫困人口就业，灌溉施肥、防治病
虫害、采摘茶叶等季节用工 2000 多
个，仅支付劳务报酬就达 20 多万元，
流转土地租金近30万元。

回龙峪村 1 组村民庹朝大，是
2013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华阳公司
的带动和影响下，将3.5亩责任田种上
了有机茶，亩产平均收入 2000 多元。
2017 年底，全家不仅脱贫，还维修了
房子，添置了新家具。

华阳公司的成功为西北片区种茶
兴茶提供了范例，不仅带动周边的杨
家坊、平和等村产业兴旺，还“波及”了
甘溪、火连坡、王家厂等镇，昔日荒芜
的土地更是成了一些新兴经营主体争
抢的“香饽饽”，一些能人纷纷前来投
资，租土地，建加工厂。截至目前，4
个镇共种植茶叶 2.55 万亩，年总产茶
叶1500吨，茶叶产值近亿元。成立茶

叶专业合作社 12 家，茶叶加工企业 8
家，“富晒云针”“碧桥春”“墨庄韵”等
绿茶以其天然品质和精湛工艺享誉全
国。

纽荷尔脐橙、香桃也在刻木山村
结出脱贫致富“果”，全村种植纽荷尔
脐橙、香桃 3810 亩，去年销售额达
1570 万元，今年可望达到 1700 万元。
5 年后将进入丰产期，果园将成为名
副其实的金土地、万元地，产值利润能
实现倍增，该村许多贫困户因种植水
果走上了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

“治标必须治本。要彻底摘掉这
些贫困户头上的‘穷帽子’，就必须
分类精准施策，抓好抓实产业支撑，
做强做大产业品牌。今后茶叶和水果
产业效益必定会越来越好。”码头铺
镇党委书记刘元林深有感触，信心满
满。

农企对接求共赢

毋庸置疑，个体产业的发展是脱贫
致富主要途径，但产业规模小、无法有
效对接市场的诟病还是在所难免。湖
南省委省政府推出的“资金跟着扶贫对
象走、扶贫对象跟着能人走、能人和扶
贫对象跟着产业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
走”的“四跟四走”模式，则为澧县翻开
了产业扶贫的又一崭新篇章，农产品加
工业、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企业在西
北片区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在助力
脱贫攻坚新征程上各显神通。

位于火连坡澧淞村的湖南常德正
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
科研、种植、养殖、能源、地产、餐饮、农
副产品深加工、产品推广与示范及文
化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生态科技农业综
合开发企业，常年用工需求量较大。
而这个村是该县第一大的移民村，全
村 4092 人口中，有 2419 人是 1958 年

来自洈水水库的移民。移民中，贫困
户 60 户 197 人。近些年，县扶贫工作
队和村支两委积极对接，用就业提升
贫困户“造血”功能。正新公司共为贫
困户常年解决就业岗位 140 人，年人
均增收 2.1 万元。仅 2017 年，顺利带
动贫困人口24户91人脱贫。有岗位，
能致富，保持了 60 年水库移民“零上
访”纪录，唱响了一曲“扶贫对象跟着
能人走”的脱贫颂歌。

从2001年开始规模养殖赚足“一
桶金”的甘溪滩镇甘溪村共产党员杨
继红，致富不忘助贫。2011 年以来，
先后成立桐溪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和顺桥茶叶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1600 亩，全部栽上茶叶。去年，茶叶
实现产销两旺。在他的带动和影响
下，甘溪村 60%的贫困农民都种上了
茶叶，有不少茶农加入了合作社，成为
了专业茶农。杨继红为社员提供茶
苗，技术、加工、销售等一条龙服务，受
益后，农户得大头，占七成。到 2017
年底，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有 80%已
脱贫。如今，杨继红又在憧憬美好的
未来，从卖茶到“卖”风景，着手打造茶
旅文化，让更多的当地居民就业，带动
更多的人脱贫致富。现在，已经投入
运营的桐溪农庄已是人来人往，周末
游更是成了人们节假日的主打戏。
1—5月，已实现旅游收入60多万元。

湖南涔怀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落户于王家厂镇双庆村，流转土地
9000亩，是一家从事青蛙、龙虾、甲鱼
特色养殖和大棚蔬菜的农业龙头企
业。这里的村民不仅在家门口可以就
业拿工资，还可以土地流转得收益。
更重要的是，首批参加产业扶贫试点
的贫困人口也能够分红，2017年，每人
每年400元，以后会逐年增加，而且5年
不变。13组村民年近6旬的杨道秀，丈
夫患有白内障，视力低下，儿子是个二
级残疾。前几年，只能靠着几亩责任
田和政府“输血”勉强度日。去年初，她
将6亩土地租给了涔怀公司，自己和丈
夫在基地干活，每月有3000多元工资，
儿子在附近的另一家企业做清洁工，
每月1300多元。加上土地租金、产业
分红，去年一年竟有5万多元的收入。
春节前，家里买了电视、安装了空调，也
有人为儿子上门提亲。2017年底，该
村64户贫困户205人和杨道秀一样，向
贫困告别，与幸福握手。

被誉为“澧县样板”的“四跟四走”
模式，极大地提高了贫困户参与度和
获得感，实现了贫困户与企业的共赢，
必将走得更远更好。

凝心聚力谋发展

“脱贫工作，讲的是政治、干的是

民生、体现的是大局、反映的是党性。”
澧县党政领导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
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每次专题会
议上的表态都激情有力，站位坚定。

“把脱贫攻坚刻在心上、拿在手
上、扛在肩上。”“不脱贫决不脱钩，不
打赢决不收兵。”铿锵誓言，激励着澧
县党员干部默默践行。

“全县 16251 户贫困户必须结对
帮扶全覆盖。42 个贫困村和 12 个贫
困人口 300 人以上的非贫困村，虽然
有些贫困村摘掉了“帽子”，但脱贫不
脱策，每个村必须有一名县领导挂帅，
有一名协调组长，派驻一名第一书
记。协调组长每月驻村 5 天以上，第
一书记每月驻村 20 天以上……”4 月
25日召开的全县脱贫攻坚推进会上，
县委副书记、县长徐荩一如既往地重
申“规矩”。在澧县脱贫攻坚战场上，
党旗高高飘扬，一支支“不走的扶贫工
作队”面对新试卷，赶考新时代，始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规矩，凝心
聚力谋求更大发展。

“自从胡忠银书记来到俺们村，引
资修路、发展产业、技能培训……没有
一件事离开他，真是名副其实从机关
到深山的拓荒牛。”6 月 13 日，在自家
鱼塘投放食料的王中明说起村里发生
的变化，掩饰不住满心的欢喜。原来，
2015年底进行区划调整时，身为镇经
管站长的胡忠银主动请缨，来到澧县
最远、最偏的甘溪滩镇太青村担任第
一书记。几年时间里，村里5.7公里主
干道硬化了，太青山上安装了30盏路
灯，茶叶、纯正腊肉等产品能顺利下山
销售了；村里“5060”人员参加了技能
培训，200多贫困人口有了就业门路；
合村后，大力规范村级财务，“两学一
做”成了常态化，党性修养提高了，班
子团结了，乡风文明了。

“要不是扶贫工作队的池老弟请
来专家讲解茶叶培管技术，今年我这
几亩茶园不仅难得丰收，脱贫更是无
望了。”谈起自己上半年茶园受到的病
虫害，码头铺镇龙洞峪村贫困户刘芳
既感到后怕又满是庆幸和感激。他口
中答谢的“池老弟”，是湖南省财政系
统先进工作者、澧县财政局农业股长
池晓艺，2016 年作为扶贫工作队员，
结对帮扶贫困户对象是黄仕英。近两
年时间，他们以兄弟相称，把采摘的鲜
叶介绍给专业合作社，被以高于市场
价收购。由于农业股人手少，事情多，
池晓艺多数时候都是利用周末来村子
帮扶。如今，这个村茶叶面积逐步扩
大，村里还建立电商服务站、文化活动
中心，无线网络覆盖了全村，村居面貌
焕然一新。

澧县文化馆馆长任卫华更是扶贫
攻坚战场上的一颗“明星”。2016年
3 月担任甘溪滩镇古北村第一书记
后，任卫华一年入户走访贫困户 200
多次，自掏腰包近万元为他们解决资
金问题。产业发展上，任卫华积极奔
走牵线，成立了古北农民种养合作
社，组织多家贫困户加入养牛、养羊
及种茶行列，开展技术指导，再由合
作社统一收购。这一措施让 70 多家
贫困户210名贫困人员挣了个盆满钵
满，轻轻松松脱贫。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好扬帆正当
时。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攻坚战，这
是一条越走越宽的脱贫路，这是一次
汇聚八方力量的澧县实践！“今年一
定能高质量完成19个贫困村出列、摘
掉6884人‘贫困帽子’的光荣任务，让
贫困户和我们一起走进金色的秋天，
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谈到未来，澧
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县扶贫办主任伍
星脸上写满了自信。

归阳镇位于湖南省祁东县东南
部，距离县城33公里，居湘江中游北
岸，东邻河洲镇，西南与祁阳县隔江相
望，北连鸟江镇。

归阳历来为水陆要冲。明清两代
曾在此设归阳巡检司，据清陈玉祥《祁
阳县志》载：“归阳前环湘水，杂沓舟
车，懋迁靡已，有聚有散”。旧有“金归
阳”之称。

湘江与青、白二河交汇于此。洪
河公路和正在建设中的衡枣高速公路
贯穿全镇，交通便捷。距镇政府不足1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三河六桥、三山
六祠、三庙三街”等大小景点25处，重
建于清同治年间的五孔石拱状元桥，
尤为壮观。

归阳镇先后获得全国重点镇，全
国、全省“百强文化镇”、建设部小城镇
建设试点镇、湖南省示范镇、衡阳市小
城镇建设样板镇等称号，2017年，归阳
被评为全省第三批美丽示范乡镇。境

内归阳工业园为省级工业园。
1998年，归阳镇从国家建设部捧

回了“全国文明示范小城镇”的荣誉。
2009年，省级工业园落户归阳，归阳作
为全县工业集聚中心被定位。在湘江
中游，归阳作为省级重点镇，她携带的
历史之美与现代之美开始登上大国舞
台。

这里，老街依旧老，如陈年老酒，
香浓味厚。新城却新得发亮，青春蓬
勃。

随着泉南、娄衡高速公路过境，归
阳人就以自己的大手绘下了全镇的发

展蓝图。从全国请来最好的城市规划
设计师，为城市发展定下框架，依托依
山傍水的自然条件，便利的水陆交通
让归阳镇成为衡阳市最适宜居住的小
城镇，最具发展潜力的小城镇。

以状元桥为中心的古城区，归阳
人加紧保护这些历史文化留存，以古
还古。状元桥为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
位，当地对它进行了修缮，围绕唐家古
窑，打造周边美丽乡村，建设沿湘江旅
游步道，同时启动归阳古镇改造工程，

对于新城区，归阳人按照居住、商
业、工业园、旅游、观光农业区等功能
进行了城市的重新规划。

近年来，归阳经济建设方兴未
艾。镇内交通“一纵三横”，镇村道路
硬化里程达140余公里，另有归阳客
运站、归阳千吨级码头等，让它通江达
海。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归阳工业园
总投资35亿元，落地企业43家，已经
形成装备制造、新材料制造、电子信息

和现代物流等“3+1”的产业聚集区，
带动了近万的就业岗位，大大增强了
地方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民生工程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母
亲河治理工程、污水处理厂、湘祁水电
站、110KV变电站、垃圾中转站、美丽
新农村建设等民生工程稳步推进。自
来水管网铺设、太阳能路灯安装，路面
改造等等，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基于扎
实的基础民生建设，为归阳人民打造
出一片生活栖居的乐土。

归阳，因为用心的经营，正变得越
来越美。

风 好 扬 帆 为 脱 贫
——湖南省澧县西北片区扶贫攻坚纪实

张新佩 万传文

“金归阳”展现新活力
刘菁菁

“金归阳”展现新活力
刘菁菁

归阳镇风光归阳镇风光

澧县乡村美景澧县乡村美景

“明天和意外，谁都不知道哪个会
先来，只要心中有阳光、有信仰，‘碰
壁’的人生一样精彩。”这是中国好人、
全国志愿助残阳光使者、感动湖南十
大人物杨德才在“励志和奉献”演讲时
说的一番话，引起了师生的强烈共鸣。

重新踏上“求学之路”

57岁的杨德才曾是湖南省长沙
市七中优秀教师。1997年4月的一个
下午，他带着妻儿从老家望城赶回长
沙上课，途中却不幸遭遇了一场车
祸。因为坐在车门边，杨德才受伤最
重，最终，他只得摘掉双眼眼球，与光
明的世界作别。

面对这一切，杨德才也曾经迷茫、
恐慌甚至有过极端想法。幸运的是，

他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
1998年夏天，杨德才聆听了张海

迪的励志报告，又巧遇因患眼疾致盲
的全国劳动模范、中科院教授杨佳，两
位身残志坚的“女强人”坚韧不拔的毅
力深深感染了杨德才。

于是他拄着盲杖，勇敢走出家门，
重新踏上了“求学之路”，不仅学习了
盲文、电脑操作，还苦心钻研心理学和
中医推拿。经过不懈的努力，杨德才
成功考取了高级心理咨询师和高级中
医推拿师。

学成后，杨德才曾先后三次尝试
自己开盲人医院。“一方面是谋生，另
一方面是帮助更多残疾人找出路。”他
如是说。

从三尺讲台到按摩台

在爱康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杨
德才手把手培训了398名残弱人士，
从不收培训费，还免费提供食宿。

2015年，杨德才组织员工对长沙
市开福区599户盲人家庭进行走访，
了解到其中有12人想学习推拿、实现
就业，于是把他们接来培训了3个月。

屈妙就是其中一员。2008年，高
中毕业的她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
当天突然失明，辗转寻医治愈未果后，
她变得自闭。2012年，屈妙在电视里

听到杨德才帮助盲人的新闻，联系上
了他。“因为治病，家里穷了，杨老师接
收了我，教会我自食其力，更重要的是
他用那套‘碰壁理论’让我燃起了生活
的希望。”

近几年来，杨德才给附近社区的
困难户发放了数千张爱心卡，持爱心
卡可享受免费推拿按摩服务两小时。
员工不太理解，但杨德才说：“困难家
庭很不容易，平时身上有点不舒服都
舍不得花钱治疗，帮助他们是值得
的。”

从三尺讲台到三尺按摩台，杨德
才先后创办了长沙市爱康残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德才思想品德培养教育基
地与关护中心、残疾人阳光艺术团等6
个公益机构，其中，长沙市爱康残疾人
就业服务中心坚持长期为残疾人、困

难下岗职工等市民提供免费保健服
务。同时他还竭尽所能支持和鼓励残
疾人自主创业，脱贫致富。

余生献给公益事业

20年来，杨德才免费培训和帮助
残弱人士上岗就业，还利用节假日免
费为社区学生进行文化辅导和素质教
育，为街道、学校、企业、监狱服刑人员
及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免费讲座，为社
区老、弱、残等低保困难人士提供免费
保健，捐献财物价值达130多万元。

身为一级盲人，杨德才不仅为自
己点燃生活希望，还为别人带去了光
明。他先后被中央、省、市评为“助人
为乐中国好人”、“全国志愿助残阳光
使者”、“雷锋式道德模范”、“劳动模
范”等荣誉称号，近来还被评为“2016
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十大新闻人物”。

对于未来，杨德才有清晰的规
划。“人赚多少钱才算够？躺在银行卡
上的数字没有实际意义，把钱用于公
益，这钱才花得值。有人不理解我，干
嘛这样活呢？我觉得，大家都活得好，
才是真的好；有信仰，就得守住。我是
共产党员，我的信仰就是为人民服
务。”年近花甲仍孑然一身的他说，“我
愿意将余生献给公益事业，让更多的
人感受到爱心和温暖。”

奉 献 成 就 人 生
冯麟茜

茶种植基地茶种植基地

茶园春色茶园春色茶园春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