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就是山里人的命。”省政协委员、怀化
“橙乡合作社”发起人舒兴华做了 4 年电商，人
称“橙子哥”，他感触更深。 怀化属于典型的山
区，人居住比较分散，之前“村村通”只到行政
村，根本满足不了“山货”出山，每年上百万公
斤的橙子烂在地里，果农欲哭无泪。

近两年来，随着农村道路提质改造和自然
村通水泥路，怀化畅通了公路的“毛细血管”，
打开了大山与世界的大门，许多电商开始“驻
村入户”，乡村旅游也火了。冰糖橙不但没有滞
销，卖价也高涨，产业逐渐壮大，品牌越来越
响，许多橙农的房子由平房变成了小洋楼。

怀化地处湘中丘陵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
带，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70.97%，居全省第一
位，是全国九大生态良好区域之一，被誉为“一
座会呼吸的城市”。 怀化是国家环保部正式命
名的湖南省首个市级“国家生态示范区”。

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又盛产柑橘、杨
梅、高山刺葡萄、茯苓、碣滩茶等特色农产品，
但以前都会因路不通，好东西卖不出去，或者

运输成本高挣不到钱，这里的百姓守着“宝贝”
却过着穷日子。

“产业兴旺，是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关
键。 ”近年来，怀化市委、市政府坚持从围绕服
务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规划、建设和谋划农村道
路建设，大力实施“打通交通扶贫‘最后 100
米’”战略，实行产路融合，促农民增收。

自然村通水泥路，其实就是把农民增收的
路子铺到家门口，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的路子修到家门口，把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路子
通到家门口。怀化市交通局负责人介绍，“外通
内联、通村畅乡、班车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
运输网络，为贫困地区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了有力支撑。

因为有了路，昔日困在山里的乡村实现了
从“舟车不通”到“物流天下”的转变。

“村里公路越修越好，减少了重复上下车
和倒运的环节，优质果品率比以前高出了 20%
－30%，综合价格上去了不少。 ”中方县铁坡镇
梨花村村支书杨贤召介绍说，梨花村地处高山，

最高海拔 1048米， 原由宝山和苏村两个自然
村合并而成，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31 户 497
人。以前由于交通滞后，农户变卖农产品和购买
生活用品，全靠背背篓步行往返。 如今，村里道
路越建越好，各大电商直接进村，今年金秋梨种
植面积从 3000亩扩大到了 10000 亩，年产值
从 1500余万元跃升至 5000余万元。

同时，也是因为有了路，城乡互动日趋频
繁， 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向往农村田园生活，乡
村旅游火起来了。

黄岩旅游度假区位于怀化城区东南郊，距
离城区仅 18 公里，平均海拔 850 米，总面积
55.86平方公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高山台地。
这里自然景观十分迷人，享有“千年无一暑”、
“怀化庐山”之美誉，发展生态旅游潜力巨大。
但之前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下岩垅至龙岩浆
自然村公路 3.5 公里，坡陡、弯急，雨天车辆无
法通行。

2017年下半年， 鹤城区政府筹资 230 万
元， 对岩垅至龙岩浆自然村公路进行改造，路
基宽变成 5 米、水泥路面宽变成 4.5 米，并硬
化了部分水沟，对坡陡、弯急地段设置了钢筋
混凝土防撞护栏，不仅有力地解决了村民出行
难问题，还有力地打通了旅游发展公路“最后
一公里”。仅今年国庆小长假，该景区共接待游
客 7�万多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 120� 余万元，
旅游消费 500�多万元以上。

随着一条条产业路延伸到产业基地和景
区，曾经的荒山荒坡，变成了脱贫攻坚的“聚宝
盆”，如今农村焕发出新活力。

其中，芷江日益畅通的农村公路带动了葡
萄、水蜜桃、柑橘、野生甜茶、雷竹笋、猕猴桃、
芷江鸭、绿壳蛋鸡等 10多个产业发展，农副产
品不仅走进长沙、上海等地的各大超市，还远
销俄罗斯。 截至 2017 年底，芷江“公路 + 产
业”模式推动该县 35352人摘掉“贫困帽”。

芷江岩桥镇巽公坡村的黄桃种植大户廖
正东说，以前组里没有通水泥路，在外打工，一
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还照顾不了家人。 现在
家门口通了水泥路， 外地客商直接开车来收
购，不出一个月，黄桃就全部卖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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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 7 日，2018 年全国“四好农村
路”管理现场会在浙江安吉召开，芷江侗族自
治县荣获“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这是我省
唯一作为贫困地区获此殊荣的示范县。

芷江获得这项全国荣誉，不仅是怀化市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好农村路”重要
指示精神的一个见证，更是怀化市委、市政府
高质量建设、管理、养护和运营农村公路的一
个缩影。

“怀化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又快又好！”12
月中旬，省里来怀化对辰溪、会同、靖州、芷江、
新晃 5县脱贫摘帽进行实地考核验收，对怀化
交通扶贫“打通最后‘100 米’”项目纷纷竖起
大拇指。

近年来，怀化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指示
精神，不仅将农村公路建好，还将农村公路管
好、护好、运营好。

2017 年 9 月底，怀化出台了《怀化市脱贫
攻坚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实施方案》，按照“市
级统筹、县为主体、乡村参与、统一施工”的模
式，实行统规分签、统建分养、简化程序的方式

全面推进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
同时，大力建设“生态路”“景观路”。 怀化

在建设农村公路时，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盲目
追求公路“宽、平、直”，而是与自然生态、田园
风光、湖光山色、秀美村庄和谐共生，与乡土文
化、乡风文明、乡村治理协同发展。

如今，行走在怀化的乡村道路上，犹如观
赏一幅美丽的画卷，一条条纵横交错的乡村公
路，把大大小小的村落串联起来，一辆辆小轿
车欢快地穿梭在田间地头、农家小院……

为了确保道路质量， 从 2017 年 9 月起，
该市所有的自然村通水泥路工程项目都是由
怀化路桥“零利润”承建。怀化路桥公司总工程
师符星爱介绍，实施市、县、乡、村四级责任体
系，市局领导分区包干、县领导定点联系，乡镇
负总责，村支两委抓落实，一旦出现质量问题
将追责； 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不定期抽
检、农村义务监督员天天监督施工；市、县两级
政府实行一周一调度制度，确保公路建设高质
量推进。

同时，坚持建管并重，各乡镇还通过创新
申报机制、监督机制、资金报账机制等，对通村

公路进行责权划分，乡道乡养、村道村管，完善
项目责任到人，做到“机构、责任、人员、资金、
制度”五落实，把建好的农村公路管理好。

路通了，人心齐了，大家干劲足了，党和群
众的距离更近了。很多群众自发成为农村公路
的义务宣传员、护路员，把农村公路当作自己
的眼睛来爱护。

“修好了路，我们的农产品才能卖个好价
钱。 党和政府花了那么多钱来修路，我们一定
要把这条路养护好。”今年约 50岁的蒲松柏是
中方县新路河镇黄龙坪村村民。 他身体硬朗，
脚穿一双黑色套靴，手中还握着一把扫帚。 蒲
松柏参加养路近两年了，对路很有感情，平时
哪怕路上落一块石头，也要清理得干干净净。

“农村面貌变化最大的是农村公路，最美
的景观是农村公路，农民满意度最高的是农村
公路，最爱护的公共设施是农村公路。”在怀化
市，广大干部群众如是说。

在北京打工的芷江大树坳乡的胡祖国看
到家乡路修好了，交通便利了，村庄变美了，
毅然决定放弃年薪 20 万元的工作， 回家乡
发展高山葡萄产业，带头成立了芷江国强特
色水果专业合作社， 吸纳 181 户贫困户入
股。 三年来，合作社里 170 户贫困户实现稳
定脱贫致富。

打通“最后 100米”
———怀化自然村通水泥路助推脱贫纪实

赵志高 龙靓雯

一条农村公路，连接的是山里与山外，打通
的却是贫瘠与富足、困顿与希望。

12 月 8 日至 9 日， 副省长陈飞深入雪峰山
腹地调研脱贫攻坚，实地察看了洪江市黔城镇茶
溪村、红岩村、菊花村，会同县青朗侗族苗族乡七
溪村、 郎江村 25 户以及 100 人以上的自然村
（以下简称“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情况，对怀化
打通交通扶贫“最后 100 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怀化地处湘西南边陲，抬头是山，低头也是
山。近年来，“四好农村路”的春风吹拂五溪大地，
让昔日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大道通途”，不仅解决
了农村的“出行难”，还为贫困山区带来了人气、
财气，深得民心。

截至 11 月份，2018 年怀化完成自然村通
水泥路 3639.882 公里， 高质量超额完成省里
下达的任务指标，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为今年
脱贫摘帽的 5 个县打下了坚实基础， 也给农村
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路通了，怀化的生态“山果”飞向了北京、上
海的超市，还漂洋过海远销欧美，变成了“甜果
果”和“金果果”；路通了，省内外的游客纷至沓
来，嗨游“甜甜的怀化”，尽享田园“慢生活”；路通
了，不少打工者返乡创业，开农家乐、建合作社，
建设美丽新农村。

2017 年初，芷江侗族自治县三道坑镇小渔
溪口村挨家挨户通了水泥路，50 多岁的冯宗山
选择回乡创业， 养生态鸡一年净赚 10 多万元，
还带领村里贫困户脱贫致富， 比在外打工强多
了。

“多亏党和政府，帮我们把水泥路修到家
门口，再也不用走烂泥路了。 ”中方县泸阳镇
五里村的金万福去年已经脱贫摘帽， 如今回
想起过去“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情形，
仍然感激万分。

五里村曾是泸阳镇出了名的贫困村，入
户烂泥路，是当地干部的一块心病。 五里村党
支部书记易凌介绍， 怀化市实施自然村通水
泥路建设以来，2017 年他们村 15 条组级公
路累计 13.074公里全部硬化。 不仅老百姓高
兴，乡镇干部走村入户也方便多了。

自然村通水泥路，修的是路，改变的是农
村面貌，联系的却是党心民心，巩固的却是党
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怀化为我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怀化 90%
以上是农村， 属于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
攻坚重点区域，是湖南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近年来，怀化市委、市政府将“四好农村
路” 建设与脱贫攻坚紧密相结合， 紧紧围绕
“短板”高位推动、精准发力，在全省率先开展
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 让贫困地区的农民群
众“进得来、出得去、行得通、走得畅”。

“十二五期间，怀化实现了行政村通水泥
路，但水泥路没有通组到户，还是不能满足群
众出行。 ”怀化市农村公路建设办公室负责人
说，“全面脱贫，关键在农村；农村脱贫，基础
在交通”，2019 年怀化自然村将全部实现“组
组通”，打通交通扶贫的“最后 100米”。

特别是 2017年 9月 14 日， 省委主要领
导来怀化调研脱贫攻坚时， 强调既搞好大建
设、 大服务， 更要重视农村公路通村到组等
“微建设”“微服务”， 让贫困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并将怀化作为“全省脱贫攻坚自
然村通水泥路建设整体推进工作试点市”。 怀
化市委、市政府更加备感“战鼓催征，使命在
肩”，第二天便成立了脱贫攻坚自然村通水泥
路建设整体推进工作指挥部， 市委书记任顾
问，市长任指挥长。

该市采取“市级统筹、县为主体、乡村参
与、统一施工”的模式，加强对自然村通水泥
路建设的组织指挥、统筹调度。 将自然村通水
泥路建设工作纳入县（市、区）脱贫攻坚考核
和重点民生实事农村公路建设考核范围，对
未按要求及时完成相关工作的县（市、区），将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并在财力十分吃紧
的情况下，“破天荒”拿出 5000万元用来奖励
各县市区。

“绝不让任何一个地方因农村交通问题在
脱贫路上掉队！ ”省政协副主席、怀化市委书记
彭国甫，市委副书记、市长雷绍业多次深入实
地调研，强调自然村通水泥路是打通交通扶贫
“最后 100米”和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关键。

省交通厅十分关心试点工作进展， 对试
点方案进行了全面指导。 周海兵厅长专题对
试点方案进行了批示，重点对项目统筹、实施
主体、成本控制、质量安全等核心问题提出了
明确要求。 省交通厅农村处先后 3 次来怀化
现场检查和督导。

怀化 13 个县（市、区）将自然村通水泥路
作为“头号”民生工程来抓，书记、县长挂帅抓
落实，做到每周一调度，每月一考核。 怀化市
交通运输局与市公路局、 怀化路桥公司做到
“三位一体”推进督导机制，确保工程进度、质
量和安全。

“沅陵县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任务占全
市近一半，任务重，压力大，时间紧，但按时超
额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 ”沅陵县交通局负责
人说， 沅陵采取县领导包项目制， 一周一推
进，对没有高质量完成的予以追责。

据统计，2017年 9月前，怀化全市完成自
然村通水泥路建设 2121公里；2017年 9月份
到今年 11 月份， 完成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近
5000公里，高质量超额完成省、市两级任务。

乡 村 因 路 而 美 精细建养，筑造平安幸福路

农 民 因 路 致 富 产路融合，奋力开拓小康路农 村 因 路 而 强 高位推动，织好织密“民心路”

公路的修通，为当地的柑橘打开了销路。

麻阳洞溪村新农村建设美景。

� 通道万佛山景区的
乡村路成了致富路、产业
路、景观路。 何宏伟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怀化市交通局提供）

玉带飘侗乡———芷江侗族自治县自然
村通水泥路，不仅方便了百姓出行、促百姓
增收，也美了乡村。 陆晓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