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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精准扶贫 在三湘
百姓口述

通讯员卢静 詹薇 陈卫国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6月7日， 桃江县松木塘镇竹山村的
文冬香给在吉首大学读大四的孙女打了
个电话，说村里正在搞旅游开发，要她赶
紧回家看看。村旮旯里好不容易出了个大
学生，毕业后都是往大城市发展，为何文
冬香偏偏要读大学的孙女回来呢？

竹山村是桃江县的贫困村， 山高路
远，田少石多，村民收入普遍不高。文冬香
已年过六旬，10多年前， 她老伴去世，两
年前儿子也病故。 两个孙女一个读大学，
一个读小学。 媳妇外出打工补贴家用，日
子过得紧巴巴的。

精准扶贫工作启动后，在扶贫工作队
的帮助下， 村里决定走产业扶贫的路子。
2016年，村里以“村集体+能人老板”共同
入股的模式， 创办了竹乡情环保炭加工
厂，文冬香和其他42户贫困户参与分红。
去年底，文冬香就分到了600元钱。

为让贫困户尽早脱贫， 村里还推行
“合作社+种养大户+贫困户” 的模式，以
村集体的名义，分别成立了竹乡情生态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竹山水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竹之韵禽畜散养合作社，作为村
里发展特色农业的领头雁。文冬香有无花
果种植经验，竹山水果种植合作社吸纳她
为会员，给她提供无花果苗。平时，她除了
做些照看无花果等工作外，还到基地为其
他贫困户传授种植经验。今年无花果行情
好，青果在市场上可卖16元一公斤，等明
年果子红了，预计可以卖到70元一公斤。
今年村里无花果基地100多亩，文冬香打
算把自家门前3亩多地平整出来， 全部种
上无花果。

竹山村山清水秀， 有发展乡村旅游
的潜力。村里通过招商引资，正在建设一
个集高山生态茶园、红薯基地、特色水果
基地、 散养土鸡基地为一体的休闲旅游
生态园，已聘用贫困农民20多人，发放
了劳务工资20多万元。 在此基础上，今
年村里还计划流转5000亩荒山对外招
商，着力发展乡村旅游，以帮扶今年计划
脱贫的90户贫困对象。当文冬香老人听
说村里的计划后开心地说：“太好了！我
要给孙女说，等她毕业了，我要她回村搞
旅游。”

“孙女毕业让她回村搞旅游”

常宁市天堂塔山合作社理事长 何万忠

我叫何万忠，现任常宁市天堂塔山合
作社理事长。合作社位于塔山瑶族乡狮园
村，主业是茶产业，近两年来发展不错。

我在外辗转打拼20余年，本已事业有
成，但树高千尺不忘根，我总放不下一个
心愿———帮助乡亲们脱贫致富。 两年前，
我带着回报家乡的想法， 回到狮园村，开
始新的创业。

我最初想做土特产生意，帮助乡亲们
把当地土特产品销出去。 一个偶然的机
会， 我与乡党委书记彭小冬促膝谈心后，
决定发展茶叶产业。

塔山平均海拔830米左右， 昼夜温差
大，高山多云雾，土壤富含锌、硒等微量元
素，是我省宜茶区之一。

塔山栽培茶叶历史悠久。但很长一段
时间，塔山茶养在深闺人未识。有一些老
茶园，有几个老茶厂，但规模和档次都上
不去。

2015年，天堂塔山合作社成立。创业

之初，合作社包括我在内仅有6人，茶园不
过100余亩。如今，通过租赁、复垦、新辟等
方式，合作社茶园面积已达2100亩，入社
农户有281户，成为省扶贫产业项目。

合作社给入社农户带来的效益显而
易见。去年，邻村鳌头村77岁的村民吴石
头带着7亩茶园入社。 以前他自己打理茶
园，毕竟年老精力不济，而且自己制作的
茶叶质量不佳，很难卖出好价钱。费神费
力，收入无几，他是当地贫困户。入社后，
其茶园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干活有务工收
入，加上采茶、卖茶，一年有1万多元收入。

从合作社获益最多的要数狮园村村
民刘宗任。他有10多亩茶园入社，自己搞
管理， 妻子在茶厂制茶， 年收入有6万多
元。刘宗任家摘掉了“穷帽”，还建了新房。

通过务工、摘茶、卖茶等，入社农户大
多一年有两三万元收入。当初，入社农户
有106户是贫困户， 去年底绝大部分已摘
帽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易成章 吕小宝 整理）

回乡种茶带乡亲脱贫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张友亮）“我申请退出……”6月7
日，在石门县壶瓶山镇江坪河村“低保”调
整评议会上， 有10户低保户主动申请退
出低保。经评议，其中1户未获准。

据了解， 江坪河村低保户过去有46
户，计67人，现已减少到19户，计44人。此
次调整评议中， 看到10户村民主动申请
退出低保， 村党支部书记张慧霞感慨不
已。这位女书记坦言，前些年调整低保，好
多村民争，生怕抢不到。这次调整，却有这
么多人申请退出低保。这说明，乡亲们逐
步摆脱了贫困，日子过得好了，大家的思
想觉悟也提高了。

江坪河村是石门县委宣传部脱贫
攻坚联系点。按照“回头看，回头帮”相

关工作部署，驻村工作队对上级关于开
展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和保障兜底脱贫
对象认定清理整顿工作政策进行广泛
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得到广大村民认
同。评议会上，当10户低保户要求退出
低保时，参加会议的村民代表报以热烈
掌声。

在讨论71岁的刘银娥老人的退出低保
申请时， 大家认为其丈夫孙明汉79岁了，
瘫痪卧床多年，两位老人相依为命十分不
易，拒绝了她的退保申请。而对村民刘湘
丙一家，大家都知道他家困难，既有两个
多病的老人要照料， 又有两个小孩在读
书，虽然刘湘丙没有到会申请低保，但经
村民代表提出，大家一致同意将他家及另
外3户列入新增名单。

通讯员 左璇 石德芳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许多农村男孩，打小就有个“飞机梦”：坐
飞机甚至开飞机。 今年38岁的任翠府也不例
外。

任翠府是江华瑶族自治县涛圩镇凤尾村
人，以前只在书上见过飞机。1995年，因家境贫
穷，刚初中毕业的他，即外出打工，摸爬滚打10
多年，基本上是“月光族”，离“飞机梦”越来越
远。

2014年，任翠府返回家乡，在村里流转了
300多亩田，种植水稻。没想到，只用两三年时
间，就顺利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凤尾村耕种条件很好，但一家一户分散守
着几亩田，出不了大的效益，大部分劳力都外
出打工，一些田地被抛荒。任翠府和妻子一道，
尝试着流转了300多亩田。没有本钱付流转费，
他与村民约定，用最原始的方式：收获后给稻

谷抵扣。
栉风沐雨一年下来， 任翠府当年冬季算

账：300多亩双季稻，除去一切成本，加上政府
补贴， 每亩纯利接近550元， 合计赚了16万余
元。 他特别高兴：“没想到规模种田真有甜头，
一年好过过去打工10多年。”

看到任翠府种粮出了成果，凤尾村党支部
书记李松助找上门来， 鼓励他说，2015年的中
央1号文件继续支持农业， 田里肯定还能刨出
金，希望他继续扩大种粮规模，特别是要把村
里的一些“撂荒田”也利用起来。

任翠府信心更足， 把流转面积扩大到
2000余亩。村民们也“善解人意”：任翠府本钱
不够，他们就约定，先“赊账”，等任翠府卖了谷
子有钱之后，再交流转费用。有的村民甚至主
动放弃流转费用，他们认为，只要把老祖宗留
下的田不“荒坏”，就够了。

2015年，任翠府更加勤奋，更加讲究科学

种粮，瞄准市场上对口感好的绿色大米的旺盛
需求，主攻优质稻。由于年景也好，2000余亩
水田给任翠府带来120多万元的利润。 他毫不
犹豫地拿出一半多的利润，购置收割机、大型
拖拉机等农机， 并联合村里另外9个小规模的
种粮大户，成立“凤尾村种植专业合作社”。至
此，凤尾村的“撂荒田”全被“消灭”。

去年，种粮效益与2015年差不多，腰包逐
渐鼓起来的任翠府小小“疯狂”了一把：快过年
时，他要去西安市办点事，时间比较紧急，一咬
牙就买了张飞机票。第一次坐飞机，什么都很
新奇，任翠府兴奋得像个孩子。尽管有点耳鸣，
返程时，他还是坚定选择了“飞回来”。

今年， 任翠府又干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进一步“圆了儿时的梦”。他买了2架农用无人
飞机，成为江华第一个用飞机给水稻防治病虫
害的人。他说，站在岸上“开”这种飞机，打农药
又好又快，比自己坐飞机感觉更爽。

江华农民任翠府

种粮圆了“飞机梦”

壶瓶山镇江坪河村出现新鲜事

10户村民主动要求退出低保
� � � �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近日，几名村民攀登上海拔1489米的
新化县第二高峰瓜芦山。瓜芦山坐落于新化县
奉家镇境内长茅界山系中，大家登上峰顶铁塔
航标远眺， 眼前惊现一片独具特色的松树林
海。这些松树针叶短，侧枝凌空伸展，明显不是
本地品种，应为迎客松。

据了解，这些松树是上世纪60年代省林业
厅用飞机播的种子。据说，原本打算播用材林
松树种子， 却阴错阳差飞播了迎客松种子。长
茅界飞播区约3万亩山地， 目测一半左右山地
里长出了松树，山顶密集，而山坡稀少。这是因
为山顶平缓又无山洪， 飞播的种子没有流失。
由于地处高寒，这些松树生长缓慢，虽然长了

50多年，但最大的也只有菜碗大。
长茅界的松树生长在怪石嶙峋的悬崖峭

壁上，咬定石缝不放松，像航标一样傲然屹立。
它们能“飞籽发孙”，随风飘泊，也能借小鸟的
嘴，四海为家，适应各种环境，淋漓尽致表达积
极向上的态度以及坦荡的胸襟，不失为长茅界
又一宝贵的生态旅游资源。

� � � �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朱文 何俊杰）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郴州市
中心支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2017年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考核中，
郴州市9家县级“三农金融事业部”全部达标，

达标率和达标数均居全省第一。
据了解，自2014年央行实施“三农金融事

业部”优惠存款准备金政策以来，央行郴州市
中心支行充分发挥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政策
的激励作用， 督促农业银行调整优化信贷结

构，加大县域“三农”信贷投入。同时，积极运用
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对“三农”、小微企业和扶贫等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农行郴州分行主动加强与郴州市政府合
作，对县域项目贷款优先调查、优先审查，优先
安排信贷计划，每月一调度。至今年4月末，其
涉农贷款余额达58.93亿元，同比增长71.68％。

飞机飘过洒下一片绿海

长茅界万亩迎客松傲视湘中

郴州涉农贷款增速高

洋湖彰显艺术范
6月7日，长沙市湘江西岸的洋湖生态新城，湘江新区规划档案中心、李自健美术馆、谢子龙影像馆等主体建筑设计时尚，充满艺术气息。近年，

洋湖生态新城一批艺术场馆逐渐建成开放，这里将成为我省艺术文化交流和展示的重要场所。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