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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石立新 匡皓 向洪涛

12月12日，古丈县默戎镇海拔
800多米的牛角山村， 沉浸在冬日
暖阳下。 记者放眼望去，万亩茶园，
顺着山势，层层叠叠，从山顶铺向
山脚； 杂糅了茶叶清香的山风，扑
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牛角山村里，一幅美丽乡村的
画卷展现在眼前：村道干净，村容
整洁，村民们喂鸡、喂猪、养蜂……
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牛角山村有5个自然寨、8个村
民小组、313户1306人。 2008年，这
里还只是一个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800元的小山村。

如今的牛角山村， 已变成远近
闻名的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 民俗
保护村、百佳茶叶村、农民合作示范
村、一村一品示范村等。 2016年村
民人均纯收入达7400元，100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385人全部脱贫，在
古丈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摘帽。

“党建引领，是牛角山村脱贫
攻坚的特色。 2010年，村里在古丈
县率先成立了村党总支，在整个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是第一个
村党总支。 ”牛角山村党总支书记
龙献文说道。

在村党总支的引领下， 产业支
部带领村民开始实施退耕还“茶”，
实施“产业兴村、文化活村、旅游富
村、经济强村”工程， 采用“村支两
委+公司+合作社+科研院校+基
地+农民” 运作模式， 让村民以土
地、房屋、劳动力、资金等形式入股
村办企业， 通过土地租金、 务工工
资、盈余分配、二次返利、分红等方
式获取收益。 村民尝到了种茶的甜
头。

紧

接着，以茶为媒、以茶促旅、茶旅融
合，搞苗寨旅游和苗族餐饮开发。

村里农家乐、茶厂、养殖场如
春花般竞相绽放。 牛角山村村委会
主任龙光兴介绍， 现在村里有6家
村办企业，仅茶叶销售年收入就有
1200多万元；游客纷至沓来，村民
腰包也鼓起来了。 2010年以来，已
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次，收入1700
多万元。

因茶而兴，因茶致富。 近些年，
牛角山村附近的龙鼻嘴、 岩寨、桐
木、排达等村寨的村民也跟着“享
福”。“老人妇女都可以到茶园采

茶， 合作社按每公斤160元收购鲜
叶。 我们干一天平均都有200多元
钱，划算得很！ ”66岁的龙兰秀是最
早通过采茶脱贫的人。 72岁的石字
妹、84岁的龙七月身体都很硬朗，
平时也会跟着龙兰秀一起采茶卖
鲜叶。

“这里空气清新干净，如同天
然氧吧。来这里可以采茶,还可以搭
帐篷，游玩休闲，感觉很爽！ ”从长
沙来的游客张先生, 一家人自驾到
牛角山村感受茶园风光。

在山腰，黑跑猪和芭茅鸡成群
结队。 龙献文说：“现在年出栏黑跑
猪1000多头、 芭茅鸡40000多只、
土山羊3000多只，年产值600多万
元。 ”

当地村民陈小玲，借助乡村旅
游这个机遇，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
茶馆。现在一天要接待游客300人，
最多的时候有500多人， 平均一个
月毛收入2万多元。

离开苗寨时已是黄昏，夕阳映
天，远山如黛，小村如画。 悠扬的苗
歌又从苗寨传来———“我美丽的家
乡，牛角山寨哦，高岭隔沅酉，吕洞
遥相望，黛勾黛丫香……”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阳二荣 唐倩

12月13日，阴雨绵绵，新化县天门
乡麦坳村二年级学生戴士凯走进了村
里的“娄底高速公路希望小学”。 如果不
是这所学校，他要么就辍学了，要么就
得冒着寒风走上10多公里山路去上学。

麦坳村是省级贫困村，地处高寒山
区。由于大山阻隔，交通闭塞，村里从来
没有学校， 只有一个小学一年级教学
点。 孩子们想读二年级，就得到天门乡
中心学校走读或寄宿，山高坡陡，险象
环生，家长们提心吊胆，一些孩子由此
弃学。

治穷先治愚。去年7月，省高速公路
管理局娄底管理处参与天门乡鹅坪、麦
坳两个村扶贫。 经过调研，决定给麦坳
村捐建一所希望小学，解决当地孩子上
学的难题。

今年5月， 娄底管理处向全体职工
发出捐款倡议书。杨市收费站周红艳丈

夫身体有病，小孩读书，负担很重，得知
管理处捐建希望小学的消息后，积极参
与捐款。 她说：“在我困难的时候，组织
和领导都帮助了我，让我时刻怀有一颗
感恩的心。山区的孩子是更需要帮助的
人，我虽然困难，但我愿意奉献我微薄
的爱心。 ”

娄底管理处工会共收到干部职工
捐款167600元，共有610人次捐款。 三
甲收费站、娄底西收费站、娄星路政中
队、冷水江南收费站和三塘铺收费站均
有临聘人员参与捐款。

今年9月1日，娄底高速公路希望小
学在麦坳村建成开学， 设有6间教室、2
间办公室、一个篮球场、一间食堂。学校
美观、气派，成了天门乡的标志性建筑。
目前学校开设3个班，其中学前班有13
个学生，一年级有5个学生，二年级有4
个学生，全校有老师3名。

村支书王怀利说， 孩子有地方读
书，贫困村就有了希望。 明年学校还打
算开一个三年级班，再招一名教师。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12月10日晚， 江永县潇浦镇和兴
村发生一件新鲜事： 20多个贫困户聚
在一起， 祝贺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欧
阳鑫生日快乐。 被群众称为“扫把哥”
的欧阳鑫眼含热泪、 激动不已。

和兴村是一个有110户贫困户的
贫困村。 今年3月以来， 江永县广播电
视台驻村扶贫工作队多方筹资， 投入
1000多万元修路架桥、 整修河坝、 高
山引水， 村里基础设施大为改善。 欧
阳鑫带领扶贫工作队队员， 为贫困户
出点子、 想办法， 努力帮助他们增加
收入。

12月10日是欧阳鑫43岁生日。 乡
亲们得知情况后， 来到欧阳鑫在村里
的临时住处， 为他庆贺生日。

65岁的贫困户高石旺听说“扫把
哥” 这天过生日， 步行3公里赶了过
来。 他从口袋里掏出200元， 感谢欧
阳鑫的帮助， 被婉言谢绝了。

“我家里很穷，‘扫把哥’帮我卖扫
把， 每天卖出七八把扫把， 让我脱了

贫。 ”高石旺说，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
不能干重活， 老伴黄瑞池10多年前右
腿骨组织坏死，行走不便。面对困境，高
石旺常年在家扎铁扫帚贴补家用。 然
而， 由于高石旺的家距离镇上集市较
远， 加之城里家庭大多不再选用铁扫
帚，他扎的扫把虽然质量好，销路却不
畅。

“搭帮欧阳队长在网上帮我销售扫
把，让我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 今
年下半年，我建起了一层75平方米的新
房，打算明年再建第二层。 ”高石旺说。

在和兴村， 有20多户贫困户专门
编织扫把、簸箕、竹篓、菜篮，生产出来
的产品都销路不好。 欧阳鑫将这些“民
间艺人”选料、捆扎、修剪扫把和竹制品
的全过程，挂在网上宣传，爱心人士纷
纷下单， 使这些贫困户忙得不亦乐乎，
销路一下打开。“扫把哥”的外号也不胫
而走。

冬夜寒风习习，贫困户、村干部、扶
贫工作队队员们围坐在欧阳鑫的住处，
点燃了生日蜡烛， 一同欢快地唱起了
《生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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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在三湘

麦坳村：孩子们有了新学校

“扫把哥”：贫困户为他庆生日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湖南乡村振兴探索

古丈县牛角山村———

在海拔800多米处“示范”

� � � � 9月13日，古丈县墨戎镇牛角山村夯吾苗寨。（资料照片） 匡皓 摄

萝卜丰收
12月13日， 衡阳县关市镇

万亩生态蔬菜基地， 农民在忙
着采收白萝卜。 近日， 该基地
3300亩白萝卜喜获丰收。 近年，
衡阳县结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积极引导农民发展特色、
优质农业产业， 让广大农民在
特色化、 集约化经营生产中增
加收入。 刘欣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