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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周勇 李林云

“山路十八弯，弯出苦和甜；山路九连环，
连出梦与盼。 ”春光旖旎，山花烂漫。一条蜿蜒
环绕在四明山上的新修公路， 带着永州市冷
水滩区杨村甸乡黄茶园村的村民走出了大
山，踏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5月2日，记者在大山深处的黄茶园见到，
新修的道路旁，茂密丛林间，成群的肉食黄牛
和黑山羊在啃食着青草， 一群群野外放养的
土鸡在欢快地觅食， 一栋栋别具风情的农家
别墅点缀在绿林间。

黄茶园村位于海拔1100米的四明山深
处，也是冷水滩区最偏远的一个山村，全区最
高峰腾云岭位于该村。 由于峰峦如聚、地势陡
峭，多年来，村里没有一条能够通车的公路，
“行路难”成为制约发展的大问题。 2014年，黄
茶园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有96户、348人。

区卫计委、 区农委扶贫工作队先后进驻
村里后，“决战”腾云岭、破解交通困局成为该
村脱贫致富的第一要务。 联系该村的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黄燕玲多次来到村里，与扶贫
工作队员、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开山劈石，肩
挑手提，投工投劳，出钱出力，历经3年1000多
个日夜，终于修通了通往山外的9公里山区公
路，还修通了通往各组的几十公里铺沙道路。

伴随着路的通畅， 在乡村干部和扶贫工
作队的多方协调下，电网升级改造、自来水组
组通、 移动电信全覆盖、 村综合服务平台建
设、扶贫搬迁、农村危房改造、建农村网店等
各项惠民工程相继铺开。

路通了，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村民蓄积已
久的创业致富梦也近在眼前了， 不少村民返
回故乡，充分利用家乡绿水青山的优势，将大
山里的世代沉睡资产唤醒。

新屋组村民吴又德， 返乡组建了黄茶园

村聚缘农业种养合作社， 承包60多亩地生态
养殖甲鱼、土鸡、土鸭、淡水鱼。 合作社采取
“合作社+农户+电商”模式，吸纳村民和贫困
户入股、就业，共享收益。“我们这里水好、山
好、景好、人好，山野土特产也多，我们正计划
搞个民宿、饮食、休闲一条龙的项目，发展乡
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谈及未来，吴又德雄
心勃勃。

在茂鑫黑山羊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返
乡创业的邹学龙的近千头黑山羊散布在山间
地头，场面蔚为壮观。 这种野外散养的本地黑
山羊，市场紧俏，售价达每公斤60多元。

如今，村民们不仅看到了人居环境的大
变化，更看到了脱贫路上的新希望。去年，黄
茶园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3500元， 村集体
首次有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有80户300人脱
贫摘帽。 今年，剩下的贫困户有望全部实现
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陈勇平

5月1日19时许， 岳阳县厚德广场，昔
日伴着高分贝音乐翩翩起舞的广场舞队伍
不见了。 热爱跳舞的大妈们，或散步，或练
太极拳，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好不惬意。 广
场舞大妈为何“改行”练太极？ 县住建局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有个居民‘礼让’
考生的温情故事呢！ ”

厚德广场位于岳阳县城中心区域，面
积近3万平方米，集音乐喷泉、文体墙、健身
长廊等为一体。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来此健身、休闲的市民便陆续多起来。伴随
着移动音箱、低音炮等响起，大妈们尽情地
舒展筋骨。

“晚上的舞曲声此起彼伏，让我们难
以静心学习……”前不久，岳阳县一中高
三学生发出了“友情提示”。 接到学生反
映，该县住建部门及时在手机报、电视台

发出《文明健身倡议书》。 县风景园林绿
化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 还对活跃在厚
德广场的舞蹈队逐一发出告知书， 呼吁
舞友们文明健身， 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备
考环境。

住建部门的努力， 很快获得广场舞大
妈们的认同。 这些平时活跃在广场上的舞
蹈队达成一致： 从4月24日起至6月20日，
暂停一切对学生学习有影响的活动。 居民
李大妈对广场舞超级喜爱， 原来几乎每天
都跳。问及主动放弃跳舞的感受，李大妈高
兴地说：“孩子们马上参加中考、高考了，要
让他们安安静静复习，考出好成绩!”

目前，该县9支舞蹈队全部退出厚德广
场。 大妈们晚上要么散步，要么打太极，或
到城南河、 荣湾湖公园等离校园较远的场
地活动。在大妈们的影响下，夜晚在厚德广
场上练习乐器的孩子们，也自觉转移阵地，
留给哥哥姐姐们安静的学习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张敏

“这里的走山鸡，价格实惠、口感好，驼
背老板人也实在， 我是这里的定点采购
商。 ”4月30日，在涟源市龙塘镇小水村“驼
背鸡场”，专程从娄底城区赶来的商贩刘慧
兰一边装车一边笑呵呵地说。

“驼背鸡场”的老板叫刘少平，今年69
岁，在这片山林里放养走山鸡已有17年了。

走进农场，一派郁郁葱葱，树林和花草
之间，一群群走山土鸡自由穿梭，或飞上小
树乘凉，或追逐嬉闹，好不惬意。 走进草丛
深处，不时还可以捡到新鲜的鸡蛋。“这里
原本是村里的荒山， 我花了好几年时间种
树养草、开挖山路、修建水渠，背就是这么
累弯的。”刘少平弓着背，一边捡拾鸡蛋，一
边向记者介绍，“不过现在好了， 基础设施
搞好了，水电也都通到了山上，原来的荒山
成了‘聚宝盆’。 ”

2001年， 为了给瘫痪的妻子治病，刘
少平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背上了3万多元
的外债。为了维持生计，他租下荆棘丛生的
荒山放养走山土鸡。

没有鸡棚，不通水电，环境凋敝。 面对艰
难的局面，刘少平给自己定了一个“三步走”
的发展计划：第一步，整理土地、种植苗木和
花草；第二步，搭建鸡棚、架电修渠；第三步，
逐步扩大放养规模，形成品牌。 期间，他拒绝
了“贫困户”的提名，也没有向村里提过任何

要求，硬是凭借吃苦耐劳，在艰苦的环境下创
出了一番事业。

看着荒山逐步变成绿林，并且成了致富
的“聚宝盆”，村民们被他的精神所感染。村民
李建军说：“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太阳高照，老
刘总是弓着背在山林里忙个不停，每到夏季，
背上的皮都会脱掉几层。”村干部老张常常会
到“驼背鸡场”来帮忙，他感慨地说：“老刘勤
恳实在，埋头苦干，是我们村里的‘致富带头
人’。 ”

因为走山鸡是自由放养，加上人们对刘
少平的敬佩，大家都爱到这里来买走山鸡，还
有一大批城里的商贩在这里定点采购。如今，
鸡场占地规模近200亩，年出栏走山鸡3万多
只，年收益可达30多万元。

“今年春节期间，最多的时候一天卖掉了
3150只呢，都是自己到林子里面去抓。 ”说起
鸡场的发展，刘少平一脸自豪。“现在国家搞
乡村振兴，鼓励发展产业，我准备还要大干一
场。 ”在他的带动下，外出打工的大儿子也回
到家里， 父子两人开始谋划走更科学的养鸡
之路，充分发挥林地的优势，在林间空地里种
上了油茶树、甜橙、柚子等经济作物。

刘少平把有意愿的村民组织起来，成
立了一个20余户的产业互助小组，向村民
免费传授种养技术、免费提供鸡苗、免费进
行病害防疫。 他说：“我想带动大家一起来
改造荒山，减少土地抛荒，把村里变成四季
飘香的花果山，勤劳致富的黄金地。 ”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小丽

“湖南2回速断，带电查线中。”“马南线
速断，带电查线中。 ”5月1日凌晨1时许，一
声声惊雷响彻夜空， 一道道闪电将漆黑的
夜晚撕裂得犹如白昼，8级狂风裹挟着暴雨
呼啸而至，让人莫名恐惧，而在国网岳阳供
电公司配电运检室抢修中心， 一条条抢修
指令却在紧张执行中。 岳阳“电骆驼”通宵
未眠。

4月30日，岳阳发布雷雨大风预警，当
晚23时，雷暴如期而至。 受雷暴影响，短短
1小时内， 岳阳城区就有12条10千伏线路
因雷击导致跳闸，居民供电受影响。

风大雨急，电闪雷鸣。岳阳供电公司的
“电骆驼”共产党员服务队置自身安危于度
外，冲向了暴风雨中。 线路试送、查找隔离
故障段，冰冷的雨水顺着脸庞流淌，全身没
有一处干纱。 被雷电击穿的瓷瓶、电杆，烧
焦了的线路设备， 都在见证着这场暴雨的
威力。 他们睡意全无，睁大眼睛查找、隔离
一处处故障点，制定抢修方案。

“望岳路街道栖凤亭社区万家组23栋，
岳纺高压线被雷击断吊在雨棚上， 请求电
力部门紧急支援!”凌晨1时30分，望岳路街
道办事处主任李波打来求援电话。 正在现
场抢修的甘剑锋立即赶往社区， 只见被雷
击断的高压线吊在居民雨棚上， 吱吱地冒
着火花。趁着雷雨短暂停歇，甘剑锋等开始
查找故障段， 将威胁居民生命安全的故障
点成功隔离。 此时已是凌晨2时30分，“真
是太感谢你们了！”甘剑锋和班员没有丝毫
停留，再次冲进了夜色之中。

由于雷击故障集中，从凌晨2时开始，岳
阳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室的“电骆驼”共产党
员服务队队员全部出动，从高压抢修到低压
抢修，从带电作业到线路运维，在这场雷雨
中，每个党员都主动奔赴抢修一线，将雷雨
夜变成了一场齐心协力的会战夜。凌晨4时，
光枫2回全线送电！ 谭西线全线送电！ 至5月
1日8时，岳阳城区受雷击影响的线路全线恢
复运行。 也许，这场雷雨只是人们的一个梦
魇，而“电骆驼”们通宵未眠，在岗位上用行
动交出了一份劳动者的答卷。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曾伟

5月2日，沐浴着暖阳，走进溆浦县舒溶溪
乡竹坡坳村，见山坡上果林成片，道路通组入
户，农家小院错落有致……

“这里是石灰岩地区，过去穷山恶水，如
今变成了美丽乡村。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
是村党支部书记杨祖易带领大家干出来的。

引来“幸福泉”
“泉水引进家，生活甜蜜蜜。 ”村民印菊莲

拧开水龙头，自来水喷涌而出。 印菊莲说，杨
祖易帮村里解决了饮水难。

竹坡坳村十里高山十里坡， 无溪无河无
流水。 过去，全村1200多人靠3口水井勉强应
付。 一遇干旱，只能到15公里外的地方运水。

2009年，杨祖易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
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村民饮水难。

竹坡坳村虽然没有溪河，但有很多溶洞，
经探测，证实溶洞水源丰富。 2013年8月，村里
旱情严重。 杨祖易带领村干部寻找水源，来到

该村2组一处溶洞，下到50多米深时，杨祖易
一脚踏空，摔了下去，造成髋骨和小腿骨粉碎
性骨折。 住院2个月，身体刚恢复，他拄着拐杖
又出现在工作岗位上。

在杨祖易带领下，经过艰苦努力，竹坡坳
村已找到80多处溶洞水源， 它们变成“幸福
泉”流进了村民家。

修通“致富路”
“做人要心清、言谦、行正”“做事要有益

于广大群众，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子孙后代”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杨祖易的办公室
里，挂着这样3幅字。 他说，这是他人生的座
右铭。

要致富，先修路。 从2014年开始，杨祖易
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不等不靠修路。 目前，全
村共完成砂石公路建设8.9公里，硬化公路9.5
公里，实现了户户通公路。

村里3组通组公路修建时，因为要砍掉一
些树木， 村民向士元不同意公路经过他家林
地。 杨祖易带领党员干部，先后20多次进行劝

导，最后得到了向士元支持。
“杨祖易天天蹲守工地，监督施工质量。 ”

村民向善喜说。

摘掉“贫困帽”
如何让贫困村民摘掉“贫困帽”?

� � � � 杨祖易听取村干部意见并入户走访村
民，决定结合竹坡坳村高海拔、气候干旱及山
多地少的特点，发展油茶、西瓜、杨梅产业。

2014年，杨祖易带村干部赴外地考察，对
村里油茶林进行低改，并引进了产量高、味道
好的台湾黑杨梅。 村里还花近3万元购买种
苗，免费发给贫困户。

“去年收入4万多元。 ”贫困村民肖学友
说，他身患残疾，无资金、无技术。 杨祖易送他
到外地学习栽培技术， 现在他种了40多亩杨
梅、10多亩西瓜。

目前，竹坡坳村共种植油茶2400多亩、
西瓜200多亩、杨梅300多亩，去年收入120
余万元， 有70多名贫困村民摘掉了“贫困
帽”。

乡村振兴纪实 腾云岭上好风光

杨祖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广场舞大妈“改行”了
———岳阳县居民“礼让”考生的故事

“电骆驼”冲锋雷雨夜

老百姓的故事 驼背老人昂首致富

长沙首条历史步道示范段开街
5月2日，长沙市开福区西园北里历史步道，市民参观左宗棠祠。 该历史步道北起湘春路、南至营盘路，长约560米，云集了15个景点、11栋

历史民居，近日完成改造对外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