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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国庆黄金周期间，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协
合乡龙尾巴村，一家名为“梓山漫居”的精品民
宿刷爆朋友圈。优美的自然生态、浓郁的文化
氛围、独特的装修风格，让“梓山漫居”“一床难
求”。

“梓山漫居”的主人杜勇，是湖南运通国旅
上海公司董事长、张家界梓山漫居文化旅游公
司董事长。2015年，带着浓浓桑梓之情，他从
上海回到张家界，在龙尾巴村投资兴办“梓山
漫居”，通过发展民宿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短短3年时间， 杜勇累计投资6000多万
元，将一个荒凉寂寥的“空心村”，打造成了张
家界乡村田园休闲度假生活社区，带动周边乡
村民宿客栈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协合乡高端民
宿客栈群。

出山：闯荡上海开拓旅游市场
农家出身的杜勇，从武陵源旅游学校毕业

后，在黄龙洞景区当临时工。22岁时，应聘到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旅行社，从事导游工
作。1994年下半年，25岁的杜勇放弃稳定工
作，背着行囊，闯荡上海，开拓旅游市场。

为把张家界山水推介给更多上海游客，杜
勇带着一本张家界宣传画册，骑着一辆二手自
行车，穿行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发放旅游线路
宣传单。 一次次登门拜访， 一次次失望而归。

“人家听说我们是做旅游推介的， 直接就赶出
门。说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杜勇回忆，当时
知道张家界的人并不多。 来上海大半年时间，
他一直没打开市场，把以前做导游赚的钱全搭
进去了，连饭都舍不得吃，整整吃了半年方便
面。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的一天，杜勇在
推介时，获悉一大型企业准备组织员工出去旅
游。“机会来了!”他拿着张家界宣传册，设法找
到企业负责人，邀请他们去张家界体验一趟。

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打开了上海的旅游
市场。当时，达成第一次合作的大型企业员工
5000多人，每80人组成一个团队，分批到张家
界观光旅游， 整整花了两年多时间完成该业
务。

在上海闯荡的20多年里，杜勇生意越做越
大，后来成立专门的旅游公司，每年接待上海
游客10多万人次来张家界。他把妻女也接到上
海，买房安家，成了张家界在外发展的成功人
士。

归乡：搅活美丽资源一池春水
离开家乡，时间越久，乡情越浓。杜勇始终

牵挂着家乡的山山水水。近年来，看到张家界
旅游迅速发展，他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2015年初，武陵源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引导和鼓励村民发展民宿。当年5月，武陵源区
政府组织到上海开展招商活动，时任协合乡党
委书记李红诚邀杜勇返乡创业，希望他投资建
设一个高端精品民宿，带动武陵源乡村旅游发
展。

杜勇早已感知到发展民宿的商机。一番考
察后，在武陵源区协合乡龙尾巴村，杜勇流转
当地村民田地200多亩，租赁原梓木岗林场的
闲置用房，着手打造张家界“梓山漫居”精品民
宿。

“主动服务、跟踪服务、细致服务，令人暖
心。”杜勇告诉记者，在“梓山漫居”项目推进

中，从地址选择、土地流转到完善配套、手续办
理等，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一路绿灯，大力支
持，总是第一时间解决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中
出现的问题。

杜勇则把更多时间放在项目细节上，秉承
“不砍一棵树，不毁一株草，不挪一块石”的人
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理念， 把每一条小路、
每一片绿地、每一扇门窗，都当作一个景点或
景观来设计，保护自然生态和乡音乡愁。同时，
挖掘土家建筑、歌舞、民俗、美食等文化内涵，
提升民宿吸引力。

如今，龙尾巴村发生了蝶变 ,基础设施完
善了，村容村貌变美了，外地游客多起来了，甚
至连老外也一拨接一拨来到村里，为小山村带
来了新希望。

愿景：小山村实现旅游致富梦
龙尾巴村60%面积处于核心景区之内，梓

木岗门票站就设在村内。“虽然这属于进出武
陵源核心景区的五大关卡之一，但由于交通不
便，过去很少有游客到这里停留。”龙尾巴村支
部书记邓国顺介绍，以前，村里年轻人纷纷外
出打工，一度成为“空心村”。剩下来的留守老
人们在家开办的客栈也生意平平，每年秋冬季
更是经营惨淡。

随着“梓山漫居”的走红，村民们大开眼
界。“之前很多村民搞客栈都是依托景区，但

‘梓山漫居’却带来一种新思路，民宿可以凭借
自身特色吸引客源，与景区的发展形成良性互
动。”杜勇告诉记者，“如今，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销售自家的农产品，还能在‘梓山漫居’从事传
统民俗表演、帮厨、旅行管家等服务，让没有能
力开客栈的村民也有了创收门路。”

53岁的村民向明望在“梓山漫居”当起了清
洁员，每个月2000多元收入。空余时间，她把自
己家里的蔬菜、玉米、茶叶、蜂蜜等农副产品卖
给客人，生意好的时候一天有两三百元收入。

眼看“梓山漫居”越来越火，村民们纷纷前
来“取经”，村里的客栈也越来越多。耳濡目染
之下，“璞舍”主人李平对自家客栈进行改造提
质。30岁的李平也是一名回乡创业者,看到“梓
山漫居”红火，他把7间标间升级为4间套房，收
入大幅增加。

“希望将民宿这块蛋糕做大，与村民分享，
大家共同致富。”杜勇告诉记者，在今年9月召
开的全国乡村旅游及旅游扶贫工作推进大会
期间，与会代表观摩“梓山漫居”后，给予普遍
好评。如今，在他的示范带动下，龙尾巴村涌现
了“璞舍”“清隐阁”等10余家高端客栈。

■链接

近年来，武陵源区大力实施“能人回乡、引
智下乡、企业兴乡、人才培育、创业就业”五大
计划，积极引导、培育本土人才返乡下乡，引来
大批外地人才在这片美丽山水施展拳脚。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该区已有2000多名外地有识
之士到武陵源广袤乡村，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实现“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农
业+现代物流”等模式的深度融合，演绎了“美
丽经济”的精彩故事。

� � � � 10月17日，
嘉禾县第五中
学，卫技人员向
学生宣传爱眼
护眼知识。近
日， 该县开展

“呵护眼睛，关
爱进校园”活
动，采取多种形
式宣传眼保健
知识，引导学生
科学用眼，爱护
眼睛。
黄春涛 李宇欣

摄影报道

———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演绎“美丽经济”的精彩故事
———记张家界梓山漫居文化旅游公司董事长杜勇

共
同
呵
护
孩
子
的
眼
睛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通讯员 许威

带着价值30万元的物资、50个工作岗
位、15个贫困学生资助指标等量身打造的
帮扶措施，在全国第五个“扶贫日”的前一
天，省政协“三进三助”聚力行动小组走进
邵阳县罗城乡保和村。省政协办公厅驻村
扶贫工作队牵手步步高集团好爸爸生鲜
超市，在保和村举办了“一企一村”就业扶
贫专场招聘暨“百店扶百户”助学圆梦第
二季活动。

给孩子们留下希望

保和村位于邵阳、衡阳、永州交界地带，
由原来的保和村和落旦村2个行政村合并而
成，现有36个村民小组，共784户3228人，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26户533人。

今年3月29日， 省政协办公厅扶贫工作
队驻村开展扶贫工作。

来到村里的第二天，扶贫队员就前往保

和学校了解情况。
过去，在学校任教的老师年龄普遍

偏大，今年新进的5名大学生老师，都是
21岁。校长唐务廉为了让学校的硬件设
施更加完善， 进而留下这些年轻老师，
根据实际情况列出了19项近400件物资
清单，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交给了省政
协扶贫工作队队长罗小军，“老师和孩
子们希望有电脑、多媒体投影仪、音响
设备，还有校服……”

老师和孩子们的愿望，罗小军记在了
心上， 他找到长沙市芙蓉区政协委员、步
步高好爸爸生鲜连锁超市总经理姜策勋，
希望提供支持。姜策勋二话没说，照单全
收。

活动中，好爸爸生鲜超市按照小学生
1000元/学期、初中生1500元/学期、高中
（职中） 生2000元/学期、 大学（高职）生
3000元/学期的标准，资助了村里15名在
读贫困学生（包括今年5月第一批资助的5
名学生）。

家门口的现场招聘会

在保和学校门口， 好爸爸生鲜超市人
力资源总监贺晶晶摆起了招聘台子， 不少
村民围拢上来了解情况。 村民周乐新家有
两亩地，六口人，他在家照顾生病的母亲，
妻子在外打工，年收入约1万元。周乐新希
望能够找到一份仓管的工作……当天共有
17位保和村民报名， 大部分是父母替孩子
报的。

“向保和村25-50岁的村民朋友提供约
50个工作岗位， 符合条件的可以现场签订
劳动协议。”姜策勋说。

此前，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宣布，旗
下好爸爸生鲜超市针对保和村开展“百店
扶百户”公益计划：好爸爸生鲜超市计划在
长沙市开拓100家门店， 每开一家门店，就
在保和村常态化联系帮扶1名贫困学生完
成学业；为贫困户提供就业机会和平台；保
和村生产的特色农副产品直接在好爸爸生
鲜超市进行销售。

贫困村焕发新生机
———省政协牵手步步高集团帮扶保和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