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工不富”，工业曾是梅城镇的经济
“短腿”，如今，“短板”是否已经补齐？

在湖南屹朗服饰有限公司，我们看
到的是一片繁荣。 二楼成衣制作间里，
近百名工人正埋头苦干， 机器发出的
“嗒嗒” 声显示着梅城经济脉搏正强
劲有力地跳动着。

“我们年产成衣量突破 100 万件，
主要出口欧洲、非洲还有美国。”服装厂
负责人胡任美告诉我们，目前他们最紧

缺的是人手，如果人员充足，销路并不是
问题。
近年来，梅城镇持续推进“3+2”发展战略，

把工业强镇作为镇域经济发展的“一号工程”，工业
成为梅城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强力推进园区会战，集中
精力抓好工业园建设。 自 2012年启动以来，梅城工业园建
设已初具规模。 共投资 2亿元， 完成梅城工业园一期 300
亩征地，建成标准化厂房 8栋、办公楼和职工宿舍 5栋。

目前，有年产 6000万罐的湖南盛唐黑金黑茶饮有限公
司、 年产成衣 100万件的湖南屹朗服饰有限公司、 年销量
3000万元的安化互生商贸有限公司、 年产 2000吨黑茶的
湖南安化芙蓉山茶业有限公司进驻园区投产运营，有正在建
设的年产值 3000万元的向阳塑料制品厂，产值上亿元的深
圳微网能源有限公司落户园区， 将于年前实现投产。 2017
年，园区预计可实现工业产值过亿元，税收近 1000万元。

企业在园区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不忘反哺梅城，以
产业扶贫服务精准扶贫。

屹朗服饰通过“巧
媳妇”工程已在双江口村、鹿角溪

村、栗林村等三个村设点。政府牵头，企业负责设备
和培训， 村委会提供场地， 一个个村级工厂就这么办起来
了。 通过劳动就业的方式对贫困户进行直接帮扶， 贫困户
不出村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一个熟练工人每月能挣 2000
元—5000元。

在双江口村，28 岁的胡霞正在制衣机前埋头工作。 现
实的经济状况与家中一对幼女，让曾在广州务工十年的她
陷入两难。 当她听闻“巧媳妇”工程后，毫不犹豫参加了培
训。“既能工作挣钱又能照顾家里，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
计件付报酬，做起事来格外有劲！ ”胡霞兴奋地向我们展示
着她一天的“劳动成果”。

蜿蜒的公路，指引我们来到藏于深山的贫困村———建
樟村。

去年， 一则好消息让村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曙光。 创
源藏香猪养殖观光项目拟投资 1 亿元， 建设具有科普、教
育、观光等功能的生态农场，现已完成 1500 万元投资，用
于基础设施、灵芝种植基地建设。

“公司将租用农民场地进行藏香猪生态养殖，每户一
年预计获租金一万元，针对贫困户，公司还可垫付前期建栏
费用。 ”湖南创源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泉源说。 目
前，公司已结对贫困户 130户，共计 500余人。

创源现代生态观光园为梅城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注入
活力，盘活了农业产业扶贫新思路。玉竹、红薯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在梅城生根发芽。

此外，梅城镇深刻认识到农业产业要发展离不开科学
技术的支撑。 政府领导创造性提出“贫困人口学习、政府部
门买单”的新思路。 今年在柏树村组织举行了为期 15天的
种养培训， 近 110 名贫困劳动力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深
入学习了牛、羊、鸡养殖技术及常见病的防治，水稻种植、田
间管理及绿色防控等。

从双江口到建樟，从工业扶贫到农业扶贫，镇党委政
府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优化调整帮扶责任人，每个党政
领导联系一个扶贫村，聚焦兴茶、建樟、中田片、双江口、栗
林五个扶贫村“摘帽”和 2377名贫困人口脱贫。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基层党建工作，是
全党建设工作的基础，基层党建工作不实则组织堡垒不稳。

“党的十八大以来，梅城镇强化基层组织班子自身建
设，全面提升党员队伍整体素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
斗力，着力打造一支信念坚定、素质优良、敢于担当、战斗
力强、带动力强的领导干部队伍。 ”胡盛云向我们细数，在
这片 28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镇党委下设党组织 47 个，其
中 32 个村级党组织、15 个部门单位党组织， 共有党员
2748人。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
羊’。 ”一句简单的顺口溜，道出了群众对基层干部的期许。

兴茶村地处芙蓉山深处，山高路远，属于市级扶贫村。
“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上学难、通讯难、住房难、增收
难”等问题，一直是困扰和阻碍兴茶村发展的瓶颈。“不等、
不靠、动脑筋”，村党支部书记谭再吾为摘掉“贫困村”的帽
子积极谋出路。 在市驻村扶贫队的支持下，他带领群众修
公路、建水塔、改电网、办村小，申报新建移动信号塔，推进
异地搬迁项目，引导群众发展种养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群众收入逐年提高。

这样一位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好支书，今年一场突如其
来的变故牵动着所有村民的心。

9 月 5 日下午，谭再吾和驻村扶贫队员在村民服务中
心安装村民健身器材和粉刷围墙。 因缺少一点油漆，谭再
吾提出马上到镇上去买。 就在那条熟悉的山路上，谭再吾
遭遇车祸，头部着地，重伤昏迷，被紧急送到安化县第二人
民医院抢救。 许多兴茶百姓担心谭再吾的病情，直到谭再

吾住进省城的医院，得到专家及时救治且病情好转，大家
才放心。

今年夏天，连续数日的特大暴雨，全省多地遭遇了洪
灾，在梅城，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快来救命啊，有人被困河洲中，随时可能冲走……”6
月 30日梅城镇防指接到大湾塘村群众救助电话。

当天， 多处泥石流塌方阻断了救援队进村的公路，而
待救妇女的情况十分危急。 正当救援队急寻解决方案时，
两辆摩托车车灯照亮了前方的“救援之路”。“快快快，坐我
们的摩托车进村去！ ”刚刚从村干部岗位上卸任的周再夫
的一声吆喝让救援队重新看到希望。 经过一险要路段，周
再夫连人带车被冲入河中，没顾得上伤痛，他从河中爬出
来继续上路。三次救援，周再夫利用自己水性好、地形熟的
优势，始终排在救生队第一位，历时三小时，受困妇女周瑞
云终于得救。

此行，在大湾塘村终于见到“救人英雄”———周再夫。担
任了多年村干部的周再夫今年 5月刚刚卸任， 但他退职不
退岗，身退心不退，继续发挥着基层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

在走村串户的采访中， 我们见到了一张张平凡的面
孔：他们是心系村民的村干部，刚从田地里回来便召集村
民开会，与时间赛跑，只争朝夕；她们是和蔼可亲的邻家大
姐，身负村妇女主任之职，替在外打拼的亲人照顾着独居
老人和留守儿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回溯过去五年，梅城镇奋发作为，步履铿锵，交上了一

份“美丽新城镇”的精彩答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党的十九大的历史洪钟已经敲响。“却顾所来径，苍苍

横翠微”，实干、担当、果敢的梅城人正昂首挺胸，大步向
前，继续秉承“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梅山精神，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书写下一个五年的辉煌篇章。

谁持彩练当空

———看安化县梅城镇砥砺奋进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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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泽峰 张笛 赵韵婵

这里风景秀美，有着“梅山万仞摩星缠，扪

萝鸟道十步九曲折”的崇山峻岭；这里山清水

秀 ，洞穴密布，奇石林立，宛如仙境中一幅画

卷。

上世纪初，一代伟人毛泽东曾两次到安化

县梅城镇考察农民运动，点燃了安化革命的燎

原之火。

近百年风雨已过，古镇安在！

如今的湘中古镇梅城已经走过动荡，迎来

变革；阔别彷徨，获得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

正确领导下，梅城镇按照“兴工、强农、活市”的

工作方针，做响城镇“一块品牌”，推进交通、园

区“两大会战”，突出商贸服务、城乡统筹、民生

事业“三项重点”，迎来发展环境最好、发展速

度最快的历史时期，城镇面貌日新月异，梅城

镇党委、政府带领人民群众正朝着建设富饶美

丽新城镇的目标砥砺奋进。

24米宽的绕城公路全长 6.7公里，如母亲的臂弯，将
镇区温柔揽入怀中； 从富康桥至高速公路出口，3.5 公里
公路通过“白改黑”工程“换上新装”；南桥大道，拉通二广
高速与东梅公路的最后一公里， 梅城工业园进一步打开
对外的大门……

10 月 13 日，就在我们采访当日，镇党委、政府组织
相关部门、 重点项目建设负责人再次召开了重点项目建
设推进会。 会上，交通建设是重要议题之一：即将完工项
目的收尾工作，明年动工项目的前期规划、征地、搬迁等，
一系列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

会后，谈到近年梅城大手笔发展交通，镇党委书记胡
盛云颇为感慨地说：“过去说‘火车拉来的城市’，这是很
有道理的。 交通是否发达对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
要！ ”

梅城镇位于湖南东西衔接的黄金地带， 是湘中地区
活跃的“商贸重镇、交通要地”。 周边与新化、娄底、邵阳、
冷水江、涟源等县市接壤，自古就有“六县通衢、八方集
镇”之称。

然而，随着经济与城镇发展脚步的加快，境内交通滞
后，镇区发展空间不足，承载力下降等弊端逐渐凸显，一
度成为梅城镇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2014 年，梅城镇被定为全国重点镇，2015 年，梅城
镇被定为全省新型城镇化试点镇、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
点镇。以此为契机，梅城镇致力绿色崛起，立足区域优势，
大力推进交通网络建设，构建以高速公路为骨架、国省干
线为支撑、农村公路为脉络的交通体系。

交通攻坚战正式拉开序幕！
2016年 12月 31日，二广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从此，

长沙往返于梅城只需两小时， 较以前路线所花时间缩减
两小时，融入全省高速公路 3小时经济圈。

二广高速的通车给梅城镇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
同 时 也
带来了严峻
的考验。

因没有绕城公路， 邻近县市乡
镇的车辆过往梅城都从城区穿过，
加上城区街道相对较窄、人流较多，
时常造成交通拥堵。 除了应对过往
车辆压力， 初步建成的梅城工业园也呼唤
着与之相匹配的交通路网。

千呼万唤始出来，梅城镇南桥大道建
设开发项目自“十二五”初提出，五年多
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今年将
正式启动，预计投资 4.5亿元。

又是一年收获季，今年，梅城的“收成”
格外喜人。 总投资 1.69 亿元的绕城公路即
将正式通车，通车以后，货车、客运大巴无需
进城，在城外即可完成车辆分流，将大大缓解城
区压力。此行我们专程驱车上绕城公路体验。 在平
整开阔的马路上疾驰而过，两“岸”青山映入眼帘，农舍
点缀其中，好一幅新型城镇图。

大交通支撑大格局。 至 2019年，梅城将全面建成三
横三纵的交通网络，包括：绕城公路、梅新公路、南桥大
道、梅山大道、英武大道及启安大道。

如今，漫步于梅城，过去满街乱窜的三轮车不见了踪
影，老百姓如何出行呢？ 原来，梅城是目前益阳首个开通
城区公交的农村建制镇。 5 条线路、60 台公交车，覆盖全
镇及周边村。“真没想到，如今能坐着公交去走亲戚了！ ”
家住十里村的周国涛竖起大拇指。

此外， 梅城还有湘运汽车
站和汽车东站两个国家二
级客运车站。每天往返广
州、东莞、长沙、益阳、
娄底等地的长途客运
来往如梭。

“洢水拖蓝，紫云返照；铜壶滴水，梅岭寒泉”，1917
年，毛泽东站在梅城镇北宝塔上有感而发。

全长 83.8 公里的洢水河，是资江的一条支流。 洢水
河绕城而流，清澈湛蓝，从远处眺望，如同彩带拖着梅城。
然而近年来，由于梅城城区的快速扩张，洢水河两岸集中
居住的地段， 直排的污水和随意乱扔的生活垃圾使得河
道逐年变窄，昔日的清水河一度变成“臭水沟”。

2013 年，经县、镇两级多年争资立项，中央财政拨付
1514 万元资金，正式启动梅城洢水河治理项目。 清理河
道、浆砌石挡墙，分别在镇区富康桥和南门桥下游修建 2
座宽 80米、高 1.6米的潜水坝，适当蓄水保水。 2016 年，
投入 7000万元建设的梅城污水处理厂也投入使用。水更
清了，鱼虾多了，“洢水拖蓝”的美景重现梅城。

华灯初上，去年竣工的沿河路上，市民正悠闲散步，
开阔处，更有群众跳起了广场舞。 依洢水而建的沿河街总
长 1.5 公里，一侧是水面如镜，一侧是梅城作为湖南省诗
词之乡的精髓所在———诗词墙。 精巧绝伦的诗词雕刻，是
指尖可触摸的历史与文化。

过去，由于人口密度大，用电高峰期，梅城经常“供不
应求”。 用电安全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梅城镇政府于
2014 年投入 3000 多万元、2017 年投入 1000 多万元升
级改造电网。 如今，梅城成为全省乡镇中投入最多、工程

建设最快、 设计符合现代
城镇用电需求的乡镇。

一栋栋楼房“穿白衣、戴黑
帽”，洁净整齐，更不失小镇古韵
之风。 穿过南正街，所见房屋
均已完成“穿衣戴帽”工
程，旧貌换新颜。 据悉，
这是棚户改造系列工
程之一。

“过去这些背街
小巷一下雨就是踩
一脚泥，现在群众出
门方便多了。”镇党委
副书记、 镇长李太坤
告诉我们， 旧城区和主
干道完成了提质改造，实
现城区街道路面全硬化。

过去这些小街小巷曾被流动
夜宵摊“霸占”，垃圾、噪声让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群众有所呼，政府有所应！
梅城镇党政领导班子反应迅速、积极作为：要求流动

夜宵摊纷纷进店规范经营， 与此同时取缔城区流动肉食
板车，科学规划农贸市场；投资 3000万元建定点屠宰场，
将分散各街道及乡村的 40 多处屠宰点重新整合集中管
理； 投资 5000万元在建的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厂，标
志着梅城进入循环经济时代；投资 1 亿元建设殡仪馆，逐
渐消除过去临街“办白事”的旧习……

升级交通网络
城镇发展迈上新台阶

筑牢市镇基础
城镇面貌焕发新风采

强化产业支撑
脱贫攻坚找到新出路

加强队伍建设
基层组织激发新活力

乡村公路

梅城全景

二广高速互通

东华观、魁星阁

村 民 服 务
中心“巧媳
妇”工程。

发展循环经济
城镇生态宜居

(本版图片由梅城镇党政办公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