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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左宗棠、李立三、左权、耿飚、陈明仁、
宋时轮……一串铭记史册的耀眼名字， 辉映于
瓷城醴陵钟灵毓秀的渌江画屏；状元芳洲、渌江
书院、仙山圣境、陶瓷新城、沩山古窑、枫林印
象、黄乡民居、官庄平湖、云岩古寺……一串洗
却尘埃的闪亮珍珠， 点缀在长株潭城市群后花
园的皇冠之上。

冬寒乍起的时节，沿着自“陶源谷”逶迤伸
展而出的旅游专线，一路由北向西向南，踏访打
赢扶贫攻坚战役的“醴陵路径”，强烈感受到有
一股“美丽”战胜“贫困”的暖流在涌动，那么凝
聚人心。

当地群众自豪地说， 举全市之力打赢扶贫
攻坚战，为了更好打造醴陵发展升级版，让“美
丽瓷城”没有美丽遗憾，让“魅力醴陵”越发魅力
迸发。

眼前徐徐展开好一幅“美丽瓷城、 魅力醴
陵”的大美画卷，交融着丰子恺笔下“碧水青山、
错认杭州”的原始自然生态之美，勃发出“千年
古邑”、“花炮瓷都”、“湘赣门户”、“山水洲城”、
“经济百强”的现代生态文明之美。

追寻醴陵上下追美绘美的足迹， 目光聚焦
到沿途 17 个位处大美画卷边缘山区的省级贫
困村，置于 2157平方公里的醴陵版图上来串联
一体审视，形如一个质疑美而贫困的“问号”，状
若一把开启消除贫困的“钥匙”……良多感触，
发人深省求解。

“党建激活扶贫一盘棋，走好美丽发展致富
路！ ”醴陵市委书记胡湘之表示，功不在舍，信心
坚定，统筹“双千双十”精准扶贫、“旅游助跑”加
速脱贫、“美丽乡村”宣战返贫三大准星施策，推
向精准落实，力争到 2017 年，全市“一户不落、
一个不少”全面脱贫，所有贫困村全部退出，与
百万醴陵人民一起，同步跨入全面小康时代。

“双千双十”精准扶贫

“一山千行绿，纵横阡陌间。 ”驱车行至醴陵
市沩山镇的沩山村， 追随村党支部书记邹伏德
与醴陵市委派驻村里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
昊和群众边走边谈的身影， 爬上了云雾缭绕的
生态有机茶园。

邹伏德挥手指点长势喜人的一排排茶树
说，这片数百亩茶园，是株洲市和醴陵市两级驻
村帮扶工作队为贫困户和村集体栽下的“致富
树”，采取“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运作，
总投资约 280 万元，一期开发 300 亩，全部建
成后， 村里每年可增加 5 万元以上集体经济收
入，不少贫困户也有了固定收入。

过去年收入只有 2000 元的陈贤煌就是其
中之一。 他说，由于将土地入了股，不仅能在年
底获得相应分红，还能在基地工作赚取工资。

“沩山村原属东堡乡所辖，去年乡改镇后，
与非贫困村望仙桥村并村，镇村同名，皆因沩山
系醴陵瓷业源头，现在的沩山新村，不但拥有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沩山古窑， 而且汇聚
了沩山古洞天、 望仙桥水库等得天独厚的生态
旅游资源。 ”张昊来自市委办，作为市委书记联
系沩山村的守点人， 他心情显得十分迫切地介
绍， 这次带领入股茶园的今年预脱贫户和非贫
困户代表上茶园交流座谈， 正为他们谋划茶园
旅游休闲配套项目，可以盖些房子做点农家乐。

这是醴陵市“双千双十”精准扶贫模式成功
扶助的又一个贫困村。

据了解，2015年 7月中旬，我省新的一轮扶
贫攻坚战役打响，醴陵市建档在册贫困人口近 4
万人，有省级贫困村 20个。 之后，省委于 9月份
启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进村入户、访困问需、
访贫问计”活动，时长两个半月。

醴陵市委以“一进二访”为切入点，以“精准
扶贫”为着力点，以“基层治理”为聚焦点，建立
市级领导精准扶贫推进机制， 成立了以市委书
记为第一组长、市长为组长，以及各相关职能部
门为成员单位的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 细化
网格，压实责任，真连心、连真心，真解困、解真
困，真扶贫、扶真贫，与群众心相映、同甘苦、共
奋斗，坚决全面打赢消除贫困硬仗。

“进访”活动开展以来，醴陵市 22 名市级领
导作为包村联户第一责任人，以上率下，以点带
面， 带领 87 个部门单位身进心入省级建档的

20 个贫困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开展精准识
贫和把脉问诊。 市委组织部相应地选拔并派驻
贫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同时兼任驻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队员由各部门单位派出。

活动中，全市精准识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达到 10226户 36842 人。 同时，更加注意到 20
个省级贫困村主要分布在该市东北部、 西南部
的边远山区，连接如“天际一线”，有贫困人口
1641户 4902人，平均贫困率 11%，最高贫困率
20%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大都几乎为零，村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0 元上下。 这是扶贫攻坚
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如何啃而得法？
“转型突围，目标是小康；全面小康，首要是

扶贫。 ”
基于这样的高度共识， 醴陵市把扶贫攻坚

置于全市区域发展开创“一环三纵横” 大城梦
想、繁荣“一城三片区”美丽瓷城、建设“一心六
组团”的“三一格局”中审时度势，整体推进“产
城融合、产城一体”新型城镇崛起，带动贫困户
发家致富、贫困村发展经济。

展望“三一格局”，“一心”实指日益繁荣富
强的“一城”，在优化一新的城区交通“一环”之
内规划总面积 100平方公里， 这是醴陵市的中
心城区，也是长株潭次中心城市，将通过开发长
庆示范区、 升级醴陵经开区、 提质瓷城老城区
“三片区”，腾挪空间承接沿海产业，再造醴陵新
城区，首度成倍扩至 50 平方公里，建成容纳 50
万人口规模安居乐业的中心城区。

“六组团”归于“一心”，统筹城乡一体并进，
围绕提升次中心城的向心力和吸引力， 联动发
展东部花炮产业、 东南玻璃产业、 南部服饰产
业、西部现代农业、西北新兴产业和北部旅游产
业六大特色各异的新型城镇组团。同时，“一环”
内外“三纵横”交通大动脉牵引“三片区”与“六
组团”协同发展。

再看 20个省级贫困村， 当中有 12 个村汇
集于北部旅游产业组团， 分别为官庄乡的大横
江、小横江、鹅颈、大阳坑、大口坪、瓦子坪、半边
山等村，以及黄獭嘴镇的樟仙岭、焦源等村和东
堡乡的沩山、东坑、赤竹等村。 板杉乡的大石桥
村处于西北新兴产业组团， 栗山坝镇的石均塘
村及均楚镇的李婆塘、周坊、军山、潘家冲等村
处于西部现代农业组团，贺家桥镇的水口山、寺
冲等村介于南部服饰产业与西部现代农业组团
之间， 而这 8 个贫困村也不乏丰富多彩的乡土
人文旅游资源。

于是，“旅游助跑” 加速脱贫、“美丽乡村”宣
战返贫的扶贫开发蓝图跃然纸上，落实到极力为
山里贫困村打开通向山外精彩世界之路，已在北
部旅游产业组团投资 4 亿元， 构建了一条长达
90公里的旅游专线，接连上正在创建国家 4A景
区的“中国陶瓷谷”，即位处醴陵经开区的世界陶
瓷艺术城区域，整体打造成“中国醴陵世界陶源
谷风景区”，把世界带进山村，让山村走进世界，
促进全域旅游。

去冬今春，时经乡镇区划调整和并村，原有
20 个省级贫困村变为 17 个，涉及 8 个镇，当中
贫困村与贫困村并为新村的 3 个， 也有贫困村
与非贫困村并为新村的 9 个， 全市重新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仍有 26591 人未脱贫，现状还有 17
个贫困村也未摘帽。

为此，醴陵市深入开展精准扶贫，于今年全
面深化为“双千双十”活动，即继续稳定原 20 个
贫困村驻村帮扶工作队不变，新增 20 支农业科
技扶贫指导组和扶贫开发公司，形成千名干部、
千家企业和合作社到村到户帮扶的攻坚局势。

市委、市政府明确：今年内，完成 13150 人
脱贫，完成沩山镇的沩山村、官庄镇的阳坑村和
鹅颈村、明月镇的水口山村和寺冲村、均楚镇的
李婆塘村和潘家冲村、枫林镇的樟仙岭村、茶山
镇的石均塘村、板杉镇的大石桥村等 10 个贫困
村脱贫摘帽；到明年，完成余下 13441 人脱贫，
以及沩山镇的泉水村、枫林镇的蕉源村、均楚镇
的周坊村和军山村及官庄镇的瓦子坪村、 大口
坪村、横江村等 7个贫困村摘帽脱贫。

以 2017 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总目
标， 醴陵市全力以赴致力于发展特色产业脱贫
一批、引导劳务输出脱贫一批、实施易地搬迁脱
贫一批、结合生态保护脱贫一批、着力加强教育
脱贫一批、开展医疗保险和救助脱贫一批、实施
保障兜底脱贫一批， 实现全市贫困人口“两不
愁，三保障”，可支配收入高于贫困线，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旅游助跑”加速脱贫

“沩山四百八十窑，窑火红透半边天”，沩山
村枫树坡组贫困户陈佳奎高兴地说：“村里大搞
‘沩山古窑’旅游开发，再圆‘小南京之梦’，咱家
祖屋现经政府修缮一新， 百年土坯房也摇身一
变成了景点。 ”

拿沩山村与“小南京”打比方，道出该村当
年瓷业何等的繁荣与辉煌。

从醴陵瓷城去沩山，车程 15余公里，入得其
境，满目青山，郁郁葱葱，阡陌纵横，田园风光如
画。境内旅游专线为枫林镇隆兴坳村经沩山村抵
达沩山镇政府一支，穿过沩山村一段，其下是贯
穿全村的盘龙溪，宽约 2米，两侧用青石砌之，溪
流清澈见底，鱼虾悠闲戏水，泛起古韵淙淙。

盘龙溪畔，高山脚下，静卧着几间低矮的连
体土坯房，淡黄色的墙，黛青色的瓦，侧门拐进，
一个巨大古朴的烧瓷窑炉闪亮眼前……这是月
形湾窑址，始建于清末，是醴陵窑保存最好的窑
址。 里面采泥井、洗泥池、绘画室、薪垛坪、窑主
居等设施齐备，让人不禁遥想当年“沩山窑”繁
忙红火的热闹场景。

环绕于此的古窑遗址数不胜数。行走村里，
无论是路上、山间、草丛，还是田边、水沟，不同
年代的瓷器瓷片俯拾皆是。

据介绍，醴陵汉始制陶，宋元即产青白瓷，
产地正是沩山。到 1729年，即清雍正七年，沩山
瓷业已发展到高峰，拥有窑厂数百余家，从业人
员上万人，成为醴陵瓷业中心，主要生产经营青
花瓷。 自此，沩山“小南京”美名传天下。

在沩山村部，我们了解到驻村帮扶工作队成
员单位市委办、市政务中心、醴陵调查队、市检察
院、市文物局已为该村“旅游助跑”发掘和整理出
深厚丰富的陶瓷历史文化底蕴一手资料。

资料显示，沩山村现保存着自宋至清代的古
窑址 100余座，与窑相关的瓷泥矿井、瓷器运输
古道、生活设施、庙宇古塔等文物古迹 100余处，
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与历史人文环境，其
原始的山水、植被与古窑群、古作坊、古民居、古
道、古桥、古庙等融为一体，堪称“千年古窑村”。

正是这座“千年古窑村”，成就了当今薪火
相传的“醴陵窑”传奇。

一句“天下名瓷出醴陵”的定性，引起世人
目光聚焦追捧“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磬”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器，缘于这里烧造了一件
由青花绽放出独特的釉下五彩神韵的“扁豆双
禽瓶”， 于 1915 年在太平洋彼岸美国旧金山与
国酒茅台同获万国博览会巴拿马金奖， 顿时在
国外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在国内被
视为“国瓷瑰宝”、在瓷界被树为“瓷中之魂”。

追数“醴陵窑”的开创者，功勋显赫的自然
非胸怀实业救国之志的湖南凤凰籍清廷官员熊
希龄与醴陵籍举人文俊铎莫属。 1905 年，他们
前赴沩山窑等地考察后，选择位处渌江之滨、凤
凰山麓的醴陵城区建官窑、立学堂、设公司，成
功创制釉下五彩瓷，使新的“沩山窑”成为中国
釉下五彩瓷发源地。

醴陵制瓷史历经元、明、清、民国至上世纪
八十年代，绵延千余年。 新中国以生产“主席用
瓷”、“国家宴会瓷”而闻名的当代“红官窑”———
“群力瓷厂”，上世纪六十年代亦诞生于此。

现在，醴陵市又于此打造“1915 醴陵国际
陶瓷文化特色街”，而这仅仅是醴陵“中国陶瓷
谷”百亿工程子项目之一。

“中国陶瓷谷”位于凤凰山的醴陵经开区，占
地 14平方公里，计划投入 200亿元，突出“产城
融合”理念和“陶瓷文化”主题，由多个功能片区
组成，由大小数十个子项目支撑。 不但以醴陵世
界陶瓷艺术城、陶瓷会展馆、1915陶瓷文化特色
街区、陶瓷商贸城、陶瓷电商产业园等项目主导
展示交易功能，而且以陶子湖、陶瓷生态花卉主
题公园、 五彩广场等项目主导旅游休闲功能，并
以釉下五彩生产基地、创新创业园等项目主导创
新创业功能。

与之呼应，醴陵市还于去年启动了“沩山古
窑”保护和修复行动，串连新庵村等地古窑址，
规划为“醴陵窑”保护核心区，比“中国陶瓷谷”
面积还大，达到 40 多平方公里，建成一个以“醴
陵窑”为核心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

一边是“陶瓷谷”，一边是“陶源谷”，随着旅
游专线的开通，“沩山古窑” 撩开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神秘面纱，展示厚重古朴风格，与现代风华
正茂的“中国陶瓷谷”相互辉映，成为特色旅游
的重要景点。

抓住旅游开发有利时机， 沩山镇的沩山、东
坑、 赤竹三个贫困村及其他非贫困村均依托公
司，兴起乡土旅游农家特产开发热潮，重点打造
了老鸦山养蜂、漏水坪蔬菜、新庵瓜果三大基地。
沩山村苗村组今年预脱贫户刘伟平说，以前仅靠
打零工补贴家用，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自从公
司实行订单种养，坐在家里就可以收钱了，不再
为正在上高三的大儿子高额费用背着心理压力。

为把“陶源谷”建成生态人文旅游之谷，进
驻这里的 12支驻村帮扶工作队的 69 个成员单
位，在并村后的 9 个省级贫困村依然按部就班，
按照原派驻村深入扎实开展帮扶活动， 助力当
地打造“沩山古窑”、“枫林印象”、“黄乡民居”、
“官庄平湖”四大景区，成为令人神往的“醴北人
家”。 其中的“沩山古窑”、“黄乡民居”、“官庄平
湖”现已跻身“新醴陵八景”之列。

同时入列的还有明月镇的“云岩古寺”，其
所在地该镇水口山、 寺冲两个省级贫困村也在
大做乡村旅游文章。

市人大、民政、市场和质量监管、供电公司、
移动公司、湘东医院等部门单位对口水口山村，
市农业、农机、农开办、农业银行、疾控中心、总
工会等部门单位对口寺冲村， 分别硬化通组和
跨县际公路 1.3 公里、4.9 公里，直通株洲市区，
直上京珠高速路，大大缩短了商旅车程。

采访中， 醴陵市获得国家支持的有关旅游
项目喜讯频传： 国家旅游局公布的第二批创建
“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有其上榜，该市官庄村、
沩山村、 樟仙岭村和隆兴坳村入选为全国乡村
旅游扶贫重点村， 将通过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
程，5年后各村旅游收入目标人均达到 1万元。

“美丽乡村”宣战返贫

“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聚得起财富”，醴
陵市着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既要让所有的贫
困村转“非”，也要让全部的非贫困村“飞”起来，
目标紧紧锁定“村庄美，村民富，村风好”，坚决抵
制贫困人口新增，并且有效防止返贫现象。

为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步伐， 醴陵市以 1 年
建成 10 个美丽乡村之势， 每年投入 3000 万
元，落实到每个建设村 300万元，已连续 5 年不
间断地发力推进， 涌现一批示范带动性极强的
美丽乡村， 其中省及株洲市示范村各达 5 个和
11 个，并横跨孙家湾至泗汾两镇成功创建省级
新农村建设示范片。

今年，醴陵市乘势而进，整合各类涉农资金
1.3亿元，再建 10 个美丽乡村，在贫困村和贫困
人口集中的北乡片区，打造以“醴北人家”为中心
的北部生态休闲美丽乡村示范区， 强化建设内
涵，涵盖产业发展、旅游开发、人居环境改善、辐
射带动等，形成“一村一品”格局。

枫林镇位居醴陵市北部旅游组团核心区
域，是一代将星耿飚、宋时轮、郭鹏将军的故里，
镇内有宋元时期古窑址、晚清湘东民居，以及景
色宜人的樟仙岭森林公园、 千亩荷花、 丹枫果
园、亲子王国等，市里今年计划建设的 10 个美
丽乡村半数布局在这里。

该镇隆兴坳村是耿飚将军故里， 村里依托
恢复如旧的清代古民居耿传公祠， 大力开发
“红、古、绿”乡土人文生态旅游。 村党支部书记
付铁棉表示，努力把这里建成革命传统教育、彰
显村落古风、 观光休闲农业基地， 丰富旅游业
态，助推农户增收。

去年夏秋之际， 这里举办了大型湘东民俗
文化节，该村将军山茶业出品的白芽和皇菊，以
及“五福堂”蜂蜜等乡里特产声誉鹊起。

与隆兴坳村山水相依的樟仙岭村是枫林镇
两个省级贫困村之一。 今年该村与非贫困村杨
家垅村合并，并归入市樟仙岭林场管理，生态旅
游步伐提速， 现已打通去往隆兴坳村耿传公祠
景区的 6公里旅游专线。

樟仙岭西南与官庄镇接壤， 为章龙山国家
森林公园主峰，海拔 707.8 米，山高林密，气候
宜人，盛产名木和药材。其在全国七十二福地中
排名第四十八位， 至今流传着观音下凡亲临此
境、张良在此修炼成仙、乾隆亲登顶峰题御书、
黄巢千兵排重兵起义等神奇传说和故事， 引人
入胜。

来到官庄镇走访贫困村，得知这里占据了旅

游专线上原 12个省级贫困村半数以上。该镇倾
力推动“旅游助跑”，加速打造全域“美丽乡村”，
展开一轴“官庄山水”水墨丹青乡村旅游画卷。

位处旅游专线上的现官庄、横江两村，重点
建成白桃、竹木和农家乐基地，增添旅游专线沿
途亮色。

横江村由原大、小横江村并为新村。 其中，
大横江村是市委副书记、 市长康月林的帮扶联
系点，他特邀省农科院专家前来检测气候、土壤
等指标，促使千亩黄桃扶贫项目落地后，又指派
帮扶工作队和市扶贫办带领村民前往外地学习
黄桃种植技术。

村党支部书记付志仁说，如今，全村种植黄
桃 300 余亩，垦复和新开油茶林 1200 亩，还引
导贫困户养起土鸡 1.5 万羽、 鸭子 3200 只、蜜
蜂 700 箱、黑山羊 830 头、牛 24 头，助农脱贫
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瓦子坪和大口坪两村决心明年脱贫摘帽，
早已引进“漂流”项目，投资上千万元，正在掀起
开发从瓦子坪村经大口坪村到潭塘村的河道漂
流基地热潮，“水上漂流”绵延 10公里。

在环库及集镇片区，打造“户外运动”基地
及黑山羊和三文鱼两个农家乐食谱品牌。同时，
原鹅颈村不仅在打造“仙鹅戏水”官庄标志性自
然景观，还以该村种养能人宋乐伟创办的“官庄
山水”牌土特产为龙头，打造生态种养产业园，
现已辐射到大阳坑、大口坪、瓦子坪、半边山等
贫困村，让贫困户发家致富有了靠山。

醴陵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成功探索出“选
准一项优势产业、设立一笔贷款风险金、组建一
个合作组织、落实一种帮扶机制”帮扶模式，推
出金融授信促创业、企业开门促就业、技术下乡
促增收等重大举措， 使有劳动力的贫困户至少
有 1 项以上产业项目， 或至少有 1 人实现稳定
转移就业，坚决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

全市各乡镇、 各村因地制宜， 发挥区域优
势，大力推动招商引资，重点发展水稻种植、油
茶种植及加工产业、特种种植养殖业、休闲观光
农业、效益性农业、生态性农业。 新型农业产业、
特色产业不断发展，效益日趋明显。

截至 11 月底，醴陵市拥有农产品加工企业
625 家，为发展特色产业脱贫一批、引导劳务输
出脱贫一批提供坚实的支撑平台。其中，省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 家，今年有望新增 3 家；市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4 家，实现农产品加工
销售收入 32.1 亿元；全市休闲农业企业发展到
38家，实现营业收入近 1�亿元。

“目前，全市精准扶贫在金融扶贫、光伏扶
贫、 易地扶贫、 危房改造和社会兜底保障等方
面，仍存在差距。 ”11 月 8 日上午，醴陵市脱贫
攻坚工作调度会上自我评估， 正击中结合美丽
乡村建设宣战返贫的要害， 要彻底清除美丽乡
村中“美丽的贫困”瑕疵。

全市办点市级领导、镇党委书记、第一书记
和结对干部为之更加奋力，铁定对号入座，力推
帮扶项目到村，力保兜底政策到户，遵照扶贫攻
坚三年路线图，完成既定年计划摘帽脱贫任务，
绝不容许一村一户返贫。

东富镇推广“企业 + 农户”金融帮扶模式，
由镇政府和镇农商行组成企业信贷评估小组，
与意愿的企业、贫困户签订四方协议，镇政府为
贫困户贴息贷款，每户从农商行贷款 5 万元，入
股企业，每年从中获得 5000元红利。目前，该镇
有 140 户贫困户贷款 700 万元，与 8 家企业建
立信贷帮扶关系。

此举， 得到省扶贫办及株洲市扶贫办的肯
定和推广。

目前， 醴陵市农商行已全面完成贫困户评
级授信工作， 建档立卡贫困户参评率达 100%，
授信额度达 1.75 亿元，全市各镇正在积极展开
金融帮扶工作。

枫林镇蕉源村集体经济为零且负债 20 多
万元，正启动光伏产业，争取投资 60 万元，年发
电 60 千瓦，年底建成并网后，每年既可为村集
体创收 6 万元， 也可为贫困户增加一笔毫不费
力的收入。据悉，全市年内 10个摘帽贫困村，已
有 8个村申请并开建光伏项目，开工率达 80%。

蕉源村吴家湾组贫困户钟定国说， 有了异
地扶贫搬迁款， 在交通方便地方建成 110 多平
方米新房。 在醴陵，像他这样的困难户还有 614
户 1819人， 到明年年底前可望全部顺利搬迁。
同时，今年，该市排查土坯房 4500余栋，其中危
房 600余栋，随之对危房改造每户补助 4 万元，
全市开工率达 100%，已竣工 9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针对贫困农户
开展大型专场招聘会和就业创业扶贫大讲堂，
全市先后有 100多家企业和一批农村经济组织
为 600 余名贫困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 同时，
“电商扶贫”、“能人带动”、“雨露计划”、“金秋助
学” ……为贫困家庭和贫困学子打开一扇扇希
望之窗。

去年的一场“扶贫济困·与爱同行”签名募
捐活动，现场募集善款 377.7 万元，及时用于重
点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项目推进，以
及贫困家庭的子女上学、重大医疗疾病救治等。

针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醴陵市打出
“组合拳”： 对贫困人口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投资 85 万元提
质改造贫困村卫生室；对参加“新农合”的贫困
人口就医费用提高报销比例 10%； 低保困难群
众大病保险报销起付线降低 50%； 适当提高特
殊困难人口的大病保险报销比例。目前，该市发
放计生困难家庭特别扶助金 312.96 万元，惠及
652个计生困难家庭。

同在一片蓝天下，“双千双十” 精准扶贫携
手奋进，“旅游助跑” 加速脱贫砥砺前进，“美丽
乡村” 宣战返贫富而共进……美丽瓷城迎来美
丽的乡村时光！

陶源谷里，凸显美丽蝶变
———踏访打赢扶贫攻坚战役的“醴陵路径”

郭畅达 李文峰 李立洪 徐峰 梁平辉

“耿传公祠，黄乡民居”——— 醴陵“陶源谷”美丽迷人。 （醴陵市委宣传部新闻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