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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峡谷一路向北，驶向“湖南屋脊”壶瓶
山深处。 群峰起伏，层峦叠嶂，晚秋的大山因季
节的浸染，色彩丰满，层次丰富，如一幅巨大的
油画。偶尔晴空掠过一只飞鸟，直叫人要诗情大
发至碧霄。龙池河村就坐落在这美丽的深山里。

从省城驱车七个半小时，风尘仆仆地赶来，
我们看到的龙池河村和想象中的“贫困村”却大
不一样，更像一个现代版的“世外桃源”。 玉带般
的道路在大山里蜿蜒盘旋，白墙灰瓦、崭新漂亮
的房屋星星点点坐落山间， 片片整齐的茶园为
山坡披上了绿衣裳……一路上， 村民们喜笑颜
开地和我们聊家常，谁家砌了新房、谁家又种上
了新苗、 谁家的孩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这
里到处洋溢着生机和喜悦。

有谁想，三年前，这里是另一番景象。
通村小路年久失修， 村里没有一条平坦的

路，没有几间像样的房。 村民出门基本靠腿，运
送物资只能肩挑背负。山里的人和物难出去，外
面的人和物难进来，产业发展不上去，全村 296
户，贫困人口就有 101户。

三年时间，天地之别。一切源自十八洞村刮
起的“精准扶贫”春风，始于对口扶贫单位中国
银行湖南省分行的驻村帮扶。

一次满怀深情的牵手———
“这里的人太苦了，一定要想方设法帮他们

脱贫！ ”

2015 年 4 月 8 日，是一个让湖南中行和龙
池河村永远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作为龙池河
村驻村帮扶后盾单位， 委派驻村帮扶工作队正
式驻村开展扶贫帮困工作。

扶贫工作队梁忠贤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用
了两个字———“揪心”。 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
百姓住的还是老式的木板房、土坯房。由于村子
依山而建，村里地势陡峭，高处海拔 1000 多米，
村民们就靠双腿出行，运输物资靠肩挑背负，村
里仅有的四头骡子负责运送大件物资。

特别是八峰山上的村民们，走路上下山一趟
要一个多小时，遇到下雨，山路泥泞湿滑，十分险
峻。“平日还好，遇到难产、病重的，只能靠青壮年
扛下来。 曾经就有老人病危，还没抬下山就咽了
气。 ”这里有很大一部分人从来都没去过县城，因
为没路通不了车，到县城要走四天四夜。

村民们满肚子苦水。
“有本事的都去外面打工了，剩下的就只能

在山沟里‘挨穷’。 ”扶贫工作队在村民的话语里
感受到的是对生活的无奈与绝望。

怎么办？如何在这片艰难的战场上打赢“脱
贫攻坚战”？ 队员们心里直打鼓。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魏国斌的一席话
给了大家底气：扶贫不仅是政治任务，也是百年
中行的使命和担当。 要举全行之力，啃下扶贫这
块硬骨头！

有了底气，就有了破冰的勇气。 进村的第二
天，扶贫工作队就开始在村组干部的引领下，全
面逐户走访农户， 了解每一个农户的家庭人口
结构、致贫原因、产业及收入情况及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历时一个多月时间的走访，工作队队员
靠着双脚每天在山间行走 10 多公里，穿行于山
与山、户与户之间，最多的一天走了 21公里。

但是对扶贫工作组的到来，一些村民却并不
买账：“你们不就是送点钱和物资，工作组、工作
组，没工作完你们就走了。 ”对于大家的不理解、
不信任，工作组不辩解、不空谈，他们认真倾听、
详细记录，每到一处，厚厚的笔记本都记满了。

通过走访，工作组了解到：全村有贫困人口
196 户 576 人， 人畜饮水困难人口 135 户 483
人，交通出行困难人口 206户 679 人，全村共有
亟待改造土坯及老木危房户 107 户， 有待硬化
的通组简易公路 13.43 公里。 大家呼声最高的
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产业， 有 85%以上的村
民支持发展茶叶产业。

在广泛听取民意的基础上， 湖南中行迅速
制定和推出了《2015–2017 三年驻村帮扶工作
规划》：重点开展强化村级组织建设；拓宽村级
主线公路；完成安全饮水工程；推进茶叶有机转
换；贯通村民小组公路等八个方面工作。八个方
面，条条项项都是村民所想所盼。

随着项目的开工， 村民们与工作队的手牵
在了一起，并头同进，齐心协力打响了这场脱贫
攻坚战！

一种以民为本的情结———
“老百姓的心声，就是我们扶贫的方向。 ”

“许总！ 梁总！ ”走在乡间小路上，51岁的杨
申元大姐看见工作队， 老远就激动地跑过来握
手。

村主任丁金丛告诉我们， 三年前走访的时
候， 这位杨大姐给工作队放了话：“只要你们能
把我们的路修好，我们就能脱贫！ ”要想富，先修
路，老百姓心里清楚。 如今，八峰山上 5.73公里
高山公路已经硬化，路直接通到杨大姐家门口。

而杨大姐在旧址上也盖起了两层楼的小洋房。
修路，是杨大姐的期盼，也是龙池河村全体

村民的共同心声。
龙池河村原来的通村公路修建于 1998 年，

由于雨水侵蚀，致使几处路基坍塌，险情四起，
3.5米的路宽根本无法正常会车。而户与户之间
的田间路只修了个毛坯，老百姓出行困难，更制
约了产业发展。

解决路的问题，才有富的希望。
中行扶贫工作队把“修路”放在帮扶项目的

第一位。 从 2015年开始，工作队想方设法筹资
600 多万元，拓宽硬化了 7 公里通村主线公路；
硬化了 13.43公里通组、通户公路。 特别是八峰
山上高山公路，资金投入大、施工难度大，老百
姓对修这条路原本不抱希望。 湖南中行积极争
取总行支持，终于让“天堑变通途”。 如今，全村
硬化道路对村户的覆盖率达到 95%以上， 从高
空俯瞰，如白练行走于山间，通向山外。

“在中行帮扶项目筹集的资金中，基础设施
建设所占的比重最大。 ”村支书周训奎给我们列
了一笔“账”：除公路建设外，中行还帮助村里兴
建水池 12 个，铺设水管 6 万米，全村人畜饮水
得到了保障；对电网进行升级改造，解决生产用
电问题；开通移动 4G 和互联网，解决信息闭塞
问题； 向壶瓶山中心小学和江坪完小捐赠电脑
40 台，改善学习条件；充分利用政策帮助村民
解决安居问题。截至目前，全村 101个建档立卡
户 319人， 已有 45户 130人享受危房改造、16
户 46 人享受异地搬迁，61%的贫困户住上了新
房。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老支书向春明手指
八峰山上的片片茶园：“没想到三年村里变化会
这么快。 不过，真要说脱贫，各方帮扶是一方面，
最终还是要有致富门路， 要靠老百姓自己的双
手。 ”

工作队深知这个道理，扶贫要扶志持智，要
老百姓自己有意愿有能力奔向小康大道。 根据
调研结果，中国银行大手笔、大投入帮助村里发
展茶产业，增强造血功能。

高山出好茶，壶瓶山自古就是“宜红”产区，
种茶条件得天独厚。村里也有老茶园、老茶厂，但
因为信息不畅、交通不便，一直难发展起来。工作
队把大力气、大资金放在茶产业的发展上。

在种植源头上，对 1800亩老茶园进行有机
化改造，新增标准有机茶园 600 亩；在生产加工
环节，兴建清洁化茶厂，由中行全额捐赠，交付
村级经营管理；在销售环节，对接湖南中茶产业
有限公司和石门楚韵茶业有限公司， 实行基地
式管理、订单式生产、无缝销售对接。

“这里的茶叶是真的好。 ”石门楚韵茶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马杰告诉我们，早在几年前，他就
看中了这里的茶叶，但要扩大生产，必须加强基
础建设，小企业拿不出这笔资金。“现在，田间管

理好的几户，亩产可以达到 4000元左右。 等茶
园全部升级改造后，产量产值可大大提升，人均
可以增收 2000元以上。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发展茶叶只是村
里产业的一部分。 ”工作队队长许可告诉我们，
根据每个贫困户的地理差异和劳动力情况，扶
贫队因地制宜，对不适宜于发展茶叶的贫困户，
引导他们种植焕白、 厚朴等各种长效经济林作
物并免费为他们提供树苗， 行里还通过结对帮
扶为贫困户捐赠树苗，帮助发展青钱柳种植。

老百姓致富门路打开了， 自主脱贫劲头
十足。

“都说‘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
许队长、马总、我们的周书记就是这样的能人。 ”
龙池河村妇女主任向金元不无敬佩地说。 壶瓶
山镇党委任命了许可为“第一书记”。

扶贫工作队员的党组织关系全部转进了村
支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龙池河村人。

一段风雨同舟的情谊———
“我们是兄弟，是亲戚，有事找中行。 ”

在龙池河村村口，竖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印
着几个鲜红的大字：“中银幸福泉”。 扶贫队长许
可说，这里原来叫响水洞，山上流下的清泉生生
不息，奔涌千年。 他来到龙池河村就提出山上两
股泉水汇成一线， 不正代表了千年龙池河村文
化与百年中行文化融成一体，幸福奔涌不息吗？
这个想法一提出，就让大家拍手叫好。 村里所有
党员和村民代表一致举手同意：把这里叫作“中
银幸福泉”。

回应民之所盼， 才有民心所向。 幸福泉的由
来，背后是风雨同舟的情谊，是三年如一日的付出。

不说投入的项目资金， 不说中行的各种支
持，就说几名扶贫队员。 他们在村里扎扎实实住
了三年，平均一个半月才回一次省城的家。 他们
经常对村民说：“我们是兄弟，是亲戚，有事找中
行。 ”真诚的话语，让龙池河人深深感动。

村支书记得，第一任扶贫队长刘启完，不分
白天昼夜地工作，有天晚上走访贫困户，过河的
时候不小心滑倒，腿严重负伤。 这一任队长许可，
不是在跑项目，就是在走访贫困户。“有次，我们一
起去贫困户家里，我走前，许队长走后，跨沟渠时
只听到后面‘轰’的一声，我心里一咯噔，一米八的
大个子啊……”说到动情处，村支书几度哽咽。

贫困户丁石高，过去家里穷，就靠种地解决

口粮，一栋土坯房住了十六七年，边缘都滑坡了
也没钱修。 在中行的帮扶下，他领到了免费茶苗
和青钱柳苗，现在家里种了茶叶近 10 亩，一年
收入 1万多，新房也正在选址中；

80 多岁的老人卞德任，十多年前跟着出嫁
的女儿搬了出去， 现在又回了村， 因为自己无
房， 一直寄居在别人家里。 村里考虑到他的情
况，利用政策，帮助他盖了间新房；

14 岁的小丽（化名），爸爸早逝，妈妈离家
出走，家中贫困的她出现了自闭症倾向。 湖南中
行的纪委书记邵磊资助她上学， 扶贫队员们常
与她交流谈心，鼓励她照顾好自己。 今年，在中
行组织下，她和村里的 10 名贫困学子一起走出
大山、走进长沙，参观大学城、橘子洲、雷锋纪念
馆，看到了大山以外的世界。 现在的她，正坐在
教室里向同学们描绘外面的世界，面带微笑，目
光如炬。

劳有所得、住有所居、老有所养、幼有所学
……在龙池河村，因为与中行的牵手，一切正在
改变。

截至目前， 通过后盾单位中国银行和地方
政府平台， 龙池河村共计筹集扶贫开发资金
1442 万元，投入水、电、路、通讯、产业、居住、教
育及健康扶贫，资金是三年规划中计划的两倍。
101 户贫困户中的 96 户贫困户，319 人中 307
人顺利脱贫，龙池河村于 2016 年底实现整村脱
贫。

一份矢志不渝的情怀———
“以更饱满的激情投入到历史洪流中去，担

当社会责任，做最好银行。 ”

“村民不脱贫，中行不撤队！ ”扶贫队长许可
也是一位诗人，他在他的散文里直抒胸臆。

对他而言，这段扶贫的经历终生难忘。 给
予他勇气攻坚克难的， 除了一份帮扶的情怀，
更有中行担当责任的文化和扶真贫，真扶贫的
大动作。

扶贫，许可他们从来不是孤身一人。
省分行党委和常德分行党委在村部建起

了党团建设培训基地；101 个贫困户由省行
101 名机关干部分别结对帮扶。 三年来， 省分
行和常德分行党员 136 人次走进贫困村，走访
贫困户，260 人次向贫困户捐资 9.7 万元，用于
发展产业、助学教育和救济医疗。 中行纪委书
记邵磊一人就结对了两名特困学生。

扶贫，社会力量也在积极参与。 在中行的
牵线下，中保人寿湖南分公司彭志坚、岳阳籍
爱心人士祝国华等等与龙池河特困学生结对，
资助他们考取大学。

以龙池河村对口扶贫为引子，更多的扶贫
举措在湖南中行系统创新推出，更多的扶贫行
动在常德、怀化、湘西、张家界等分行积极推
进，更多的希望种子在三湘大地悄然播下———

在张家界， 中国银行张家界分行帮助大鲵
养殖龙头企业张家界点鲵成金生态开发有限公
司渡过难关，帮助公司洪灾后恢复重建，为基地
农户守好了“张家界大鲵”这条“经济生命线”。

在湘西， 中国银行自治州分行为泸溪县武
陵阳光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献计献策， 解决
因产品出口造成的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公司通
过“龙头企业 + 基地 + 农户 + 技术”的经营管
理模式，直接带动泸溪县 300余农户增收致富。

在邵阳，中国银行隆回支行积极支持外贸
企业隆回县福鸿工艺制品有限公司。 福鸿工艺
已为地方贫困乡镇的居民提供了近 500 个就
业机会。

在怀化，中国银行怀化分行支持 150 万元
信用贷款，助力全国重点扶贫村麻阳楠木桥村
“村官创业园”建设，创业园以为贫困地区搭建
科技平台农业新技术培训、 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创业政策宣讲等为
主要形式，帮助贫困人口解决就业问题。

……
截至目前， 全省 51 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

县（区）， 湖南中行已投放各类贷款总额接近
60 亿元，支持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他们积极探
索“银行 + 政府 + 核心企业 + 农户”产业链金
融扶贫模式、“银行 + 政府 + 合作社 + 农户”
的团体自助金融扶贫模式、“银行 + 财政 + 保
险 +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多位一体风险
共担金融扶贫模式， 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题，通
过产业扶贫的模式真正地带动广大贫困户共
同致富。 开展普惠金融服务下乡镇，为贫困人
口设计并推广有针对性的产品，发放含有优惠
政策的“福农卡”160 万张，农村居民社保卡 30
万张，在乡镇设立惠民金融服务点约 1500 个。

数据也许是枯燥的， 但数据却是最实在
的。 这些数据实实在在地帮助贫困地区，贫困
人口走向美好的 2020 年，这些数据在说：担当
社会责任，做最好银行！

“中国银行建行 105 年，始终与国家、与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 扶贫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全
面小康、建设现代化强国梦想的实现。 我们要
以更饱满的激情投入到历史洪流中去，担当社
会责任，做最好银行！ ”临走，魏行长深情地嘱
托着坚守在龙池河村的工作队员。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壶瓶
山的深秋美得醉人，但壶瓶山上的这段扶贫情
更是美得动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让全国人民热血沸腾。

“脱真贫、真脱贫”，老百姓满意是唯一检验标准。 在常德石门县壶瓶山镇龙池河村，对口扶贫单位中国银行湖
南省分行以群众获得感为出发点、落脚点，扶贫扶到实处，扶到贫困户心里，赢得百姓点赞，省扶贫考核中被评定为
“责任单位考核”、“驻村帮扶工作队”双优，打造出对口扶贫的“中行样本”。

———湖南中行对口帮扶龙池河村见闻

天
堑
变
通
途
—
——
鸟
瞰
龙
池
河
村
田
间
道
。

危房改造、旧房
搬迁，村民生活环境
得到了实质改善。

扶贫队跋山涉水走访贫困户。

中行湖南省分行组织“爱心面对面”活动，龙池河村的孩子们走出大山、走进中行。

壶瓶山上扶贫情

中行湖南省分行行长魏国斌（左四）将由中行全资捐建的清洁化茶厂交接到村民
手中。

（本版图片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提供）

龙池河村民在响水洞边竖起了大石，
刻下了“中银幸福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