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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胡卫红 邹蓓

又到一年丰收季。此时的田野，
经过农民朋友辛勤耕耘后， 奉献出
最丰厚的礼物。在9月23日首个“中
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访
桃江县多地农村， 倾听稻花香里的
丰收喜悦。

三塘湾：
稻田“共生”一亩顶三

9月18日， 在桃江县牛田镇三
塘湾村生态种养园，350多亩农田
迎来了大丰收， 金灿灿的稻浪随风
翻滚，让人喜不自禁。不过对全国农
业劳动模范、种粮大户文湘桃而言，
丰收的不光是大片大片黄澄澄的稻
谷， 还有稻谷底下藏着的“宝贝疙
瘩”。

“我这稻田里面养着鱼、 蛙、
虾，一亩田的收益顶普通的好几亩
呢。”文湘桃掰着手指头算账：一亩
农田， 单种稻谷即使亩产500公
斤，收益也不超2000元。采用共生
模式，稻谷产量大抵相当，价格却
是寻常稻谷的3倍，每亩还能产15
公斤左右的稻花鱼， 按40元一公
斤的市场价格计算，这一项就能增

加600多元收入，再加上每亩50公
斤生态青蛙的收入，就远远超过了
传统生产的效益。

更让人放心的是， 生态种养园
不用农药， 却几乎看不到杂草的踪
影。 文湘桃笑着解密：“这都得益于
稻鱼蛙共生模式， 杂草还没来得及
长高就被它们当成了美食。”

羞女山：
竹乡美酒飘竹香

9月19日， 走进位于桃花江竹
海的羞女山竹酒培育基地， 郁郁葱
葱的竹林里， 一根根笔直的南竹直
冲云霄。 羞女山竹酒的负责人蔡锋
介绍，香气袭人的美酒就“藏”在竹
子里。

2015年，蔡锋和几个伙计开始
尝试将现代技术与当地传统的酿酒
工艺相结合，酿造竹酒。他们将基酒
注入南竹竹腔， 南竹吸收了酒中甲
醛和部分酒精， 而酒则溶入了浓郁
的竹香，竹与酒融为一体，而后形成
的天然美酒。

“到了收获的季节，竹子砍下来
后，有酒的部分我们自己留着。其他
部分，有的送给农家当柴烧，有的送
去做凉席、筷子，整根竹子没有浪费
一点。”蔡锋说。

中秋节临近， 羞女山竹酒的仓
库内，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产品，发
往全国各地。今年前8个月，公司实
现销售总额近300万元。

米儿农场：
10天订单3万多元

9月20日， 桃江县大栗港镇黄
道仑村米儿农场， 场主郭美华正忙
着和村民们一起打包土猪肉、土鸡、
坛子菜，发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我农场里监控24小时开着， 在网
店上可以查看，所以客户信得过。最
近推出的节日礼盒，10天接单3万
多元。”郭美华说。

2015年初， 郭美华接
触到了电商平台，从
此开启了 自 己
的创业之路。
通 过 4 年
的努力，
她不仅
将 自

己创办的米儿农场经营成了占地
200多亩、 年销售额200万元的省
级示范家庭农场， 还把周边10多
位农妇组织起来一起加工制作农
产品， 让她们有了相对稳定的收
入。

郭美华的成功并非偶然。近
年， 桃江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
速，成为全国第二批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为农业发展注入了
新动力，也为像郭美华这样勤劳肯
干的新型农民带来了新机遇。今年
1至7月，全县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21.65亿元，同比增长36.31%;实现
电子商务销售额8.58亿元，同比增

长27.61%。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王
晴 通讯员 吴巍伟）9月19日晚，华
容县举行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
题文艺晚会，上万群众汇聚一堂，载
歌载舞庆祝丰收。

晚会在大型歌舞《丰收》中拉
开帷幕， 农民身穿节日的盛装载

歌载舞， 表达获得丰收的喜悦心
情。在方言相声《变化》中，演员们
用诙谐幽默的方式， 讲述了40年
来华容乡村大地发生的巨变。诗
朗诵《为了大地的丰收》 表演完
后， 晚会司仪向台下观众送上了
刚采摘的果实， 让大家共享丰收

的成果。
华容率先在全省开展移风易

俗，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
他不办的婚丧礼仪新风尚。 民俗
节目《抬花轿》，演绎了一场没有
酒席、 没有鞭炮、 没有人情礼而
又不失热闹喜庆的传统婚庆大

戏。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 本场晚会

的节目由全县14个乡镇选送，参演
人员全部为普通农民群众。 华容是
产粮大县，2015年-2017年连续3年
获评全省粮食生产标兵县， 今年粮
食生产再获丰收。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一盒茶，一位元首，丝路金桥为
媒，开启一段友谊。

“我已搭了第一座桥！”9月18
日，在北京举行的“助力精准扶贫 对
接‘一带一路’沅陵碣滩茶发展与机
遇研讨会”上，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
丝路金桥文化形象设计者舒勇说。

今年8月底， 圣马力诺国家元首
来北京访问， 舒勇去拜访老朋友，将
一盒中国碣滩茶赠送给他，对这份承
载“一带一路”合作的礼品，元首非常
喜欢。

碣滩茶与“一带一路”挂上钩，
得益于舒勇从中穿针引线。 今年早
些时候， 舒勇应邀到湖南沅陵县考
察，有两件东西深深吸引住了他，其
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碣滩茶。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养在深闺
人未识， 乡民守着好产品卖不出去守
穷呀！”感叹之余，舒勇向沅陵县领导
提出：“抓‘一带一路’大背景，在北京
为碣滩茶开一扇窗，搭一座桥，以茶为
媒，文化引路，交朋结友，向世界展示
碣滩茶、沅陵文化旅游和美好生态。”

很快，湖南怀化沅陵碣滩茶北京
品牌中心组建成立，并申报湖南怀化
碣滩茶全国推广中心和怀化沅陵碣
滩茶北京研究院，以舒勇北京艺术工

作室为基地，展销和推介碣滩茶产品
以及沅陵旅游文化。

碣滩茶有着上千年历史。唐朝时
碣滩茶成为贡品，作为商贸流通重要
物品，通过沅江出武汉，踏上丝绸之
路，传播到日本、印度和中欧等地。

近年来，沅陵县把茶叶作为“一
号产业”，出台财政奖补扶持政策，加
快发展，目前全县茶园面积15万亩，
茶叶企业120多家， 茶叶年产量1万
吨，综合产值15亿元，每年至少带动
1.5万人受益茶叶产业脱贫增收。

“一县好山留客住，五溪秋水为
君清。沅陵是茶马古道和水上丝绸之
路出发地之一， 又是国家级贫困县，
迫切希望搭载国家‘一带一路’顺风
快车，为沅陵发展和脱贫攻坚寻求新
机遇， 让碣滩茶走出大山， 香飘世
界！” 在怀化市茶叶行业协会等单位
举办的这次研讨会上，沅陵县委书记
钦代寿在致辞中表示。

研讨会上，50多位专家学者聚在
一起，品碣滩茶，看宣传片，听碣滩茶
产业故事， 就碣滩茶如何抢抓发展机
遇，助力精准脱贫，出点子，提建议。

当天，沅陵县茶叶协会与湖南怀
化沅陵碣滩茶北京品牌中心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凤娇、干发、皇妃等首批
碣滩茶产品摆上“北京展架”，开门迎
接中外朋友。

华容农民载歌载舞庆丰收

碣滩茶对接“一带一路”创新在希望的田野上
———桃江县农民庆丰收场景掠影

9月20日，桂阳县太和镇长乐村，村民们开展舞龙、唱戏、舞腰鼓等传统民俗活
动，庆祝丰收。今年，该县种植的12万多亩中稻喜获丰收，目前进入收割期。

陈勇 欧阳常海 摄影报道

传统民俗庆丰收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覃章衡

没有华丽表演， 只是平实话语，
就能收获掌声。

9月19日上午，在桑植县洪家关
白族乡光荣院， 桑植县委党校40名
新学员与20名革命老人欢聚一堂，
一边欢度中秋佳节，一边聆听院长贺
晓英讲述主题党课———《32年无悔
奉献》。

党课时间不长， 短短一个小时，
先后响起12次掌声。

贺晓英，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
员， 从24岁开始在洪家关光荣院工
作，至今已32年。 32年来，她先后照
顾老红军、 老赤卫队员、 老八路等
124位革命老人，为91位革命老人送
终，被老人们亲切地称为“好闺女”。

“82岁的谷伏登老人患了胃癌，说
想吃枇杷。 可枇杷已过季，我就到山上

去找， 终于在一棵枇杷树上摘到没有
掉的3个枇杷。 入朝作战伤残军人詹进
成老人得了半边风，卧床不起，我就给
他喂饭、喂药，擦洗身子。 1000多个日
日夜夜，直到他干干净净地离去……”
台上， 贺晓英娓娓道来， 没有豪言壮
语，没有丰功伟绩，只有日常点滴；台
下，学员们不停地擦着眼睛，流下了感
动的泪水。

“贺院长真是好榜样！”学员向迎
春感慨， 贺晓英的故事令人感动，特
别是那种用心做事的实干作风、坚守
岗位的敬业精神和尊老扶幼的传统
美德。

“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这是一
次精神的熏陶！”听完党课后，全体学
员表示，一定要学会感恩，感恩今天
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学会铭记，铭记
使命和责任；一定要努力传承，传承
好实干作风、敬业精神、传统美德。

12次掌声在感动的泪水中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