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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刘再丽 王万超 李湘汾

古塘乡位于涟源市西北部， 距城区1个
多小时车程，平均海拔680米。 当地人称之为
“涟源的青藏高原”，每逢大雪封山，有的村庄
既进不去也出不来。

要让世代居于深山的贫困户摆脱贫困，
易地扶贫搬迁是必然选择。 4月中旬，在涟源
市蹲点的记者，深入古塘乡采访，了解易地扶
贫搬迁情况。

优质地段集中安置搬迁贫困户
在古塘乡小城镇规划的中心地段，一座

崭新的安置小区拔地而起———这是涟源市第
一个、也是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项
目（简称“古塘乡安置小区”）。

4月17日， 古塘乡党委书记刘乐根告诉记
者，安置小区共12栋楼，总建筑面积5.1万平方
米，306户贫困户、1334人已经喜迁新居。

古塘乡自然条件恶劣，是涟源重点贫困
乡镇。 从江苏连云港远嫁而来的别金燕更有
体会：“第一次来到古塘时，我的心都凉了一

大截。 村里是采煤沉陷区，房子又是20多年
的砖木老屋。 ”

现在， 别金燕一家六口搬进古塘乡安置
小区11栋1单元402室， 一套145平方米的大
房子。“房屋设计合理，周边配套齐全，我们肯
定愿意搬过来。 ”她笑语盈盈。

把扶贫车间建在搬迁户家门口
别金燕选择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方

才梅山棕编工艺品有限公司）打工，从分拣棕
编原料的学徒做起，月工资1600元。

同为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刘建春， 因为入
行较早、技术娴熟，月工资最高达4800元。

棕编艺术始于三国时期， 已被列入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方才梅山棕编工艺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 非遗文化传承人吴方才告诉记
者，“扶贫车间” 租用古塘乡安置小区多个门
面，去年就支付了租金15万元。

总部位于东莞的湘鼎鞋业公司， 也在小
区租用门面设立“扶贫车间”，招募员工180
多人。总经理吴竹贤介绍，拟在古塘乡增设一
条全自动针车生产线， 希望家乡领导帮忙多
招些人。

除了门面租金收入， 小区还有屋顶光伏
发电收入、 汽车站营运收入等增收渠道。 同
时， 开发了物业管理等公益岗位， 多措并举

“稳住”搬迁户。

把“春赏花、秋吃梨”做成大产业
古塘乡“种梨大户”吴治凡邀请记者上山

去转转。 早在1995年，他狠心卖掉三间房，租
赁100多亩山地， 种下了当地第一棵金秋梨
树。

靠着一锄锄挖土、一棵棵栽种，吴治凡精
心呵护的金秋梨树终于在1998年挂果了。 金
秋梨有“南方梨王”美称，汁多味甜，售价达四
到五元一斤。

如今，古塘乡金秋梨种植面积已达5000
余亩，塘边、群山、破石等7个村都建立了示范
基地，覆盖贫困村民2000余人。 2018年9月，
首届涟源·古塘金秋梨文化旅游节举办，打出
了“春赏花、秋吃梨”响亮招牌，今年又将举办
第二届。

古塘乡还充分发挥富硒土地的资源优
势，发展以枫木贡茶、原生态蜂蜜为重点的特
色农业，努力增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陆意

4月23日上午， 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镇
幸福村蘑菇生产基地里， 附近七里山村的贫
困户谢先友正在分拣蘑菇。“懒了大半辈子，
现在忙习惯了，不做事还不舒服。 ”谢先友额
上沁出薄汗，笑呵呵地说。

今年54岁的谢先友是“老来子”，加之有
些先天性脚跛，父母从小娇惯，家里条件虽一
般，却从没让他干过家务或农活。 后来，他的
父母相继过世，妻子因患精神病出走，孩子则
不幸溺亡， 谢先友干脆破罐子破摔， 一懒到

底，菜米油盐都靠亲戚接济。
“我第一次走进他家，锅盖一层

厚厚的灰，碗筷都发霉了。 ”2017年3
月，刚到七里山村任职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的罗美生回忆起来直摇头，当
时谢先友家不仅简陋破烂，还有一股

刺鼻异味。
“扶贫绝不能养懒汉，必须激发他自己的

脱贫念头。 ”几次走访摸底下来，罗美生心中
暗自打定主意。

当年开春， 罗美生就买了一些蔬菜种子
送到谢先友家，并督促他下地干活。

“从来没做过这么多事，全身又酸又痛。”
谢先友起初有些抵触。

但在罗美生看来，谢先友虽懒，却能在自
己的督促下完成任务，“我就和工作队的同事
轮流上门，还给他讲政策、鼓信心，告诉他穷

不要紧，只要人勤快，就能过上好日子。 ”
罗美生还为谢先友申报了危房改造，另

选新址建了40平方米的新房子，“蒸湘区检
察院的吴国益副检察长是他的结对帮扶人，
还帮他筹募了2万多元置办家电。 ”

“搭帮你们不放弃我，我再不努力都说不
过去了。 ”数月下来，谢先友被大伙的真心帮
扶所感动，开始行动起来。罗美生介绍谢先友
去临近的幸福村蘑菇生产基地打零工， 一个
月能赚1000多元。 2018年下半年，谢先友自
发利用蘑菇生产基地的空闲时间， 又去附近
的建筑工地打了一份拌水泥浆的零工。

今年初，谢先友搬进了新房，不仅把家里
收拾得干净，还在庭院里种下了桂花、玉兰、
橘子等树苗。

“只要手脚勤，脱贫一定行！ ”现在，谢先
友已成为七里山村的脱贫典型。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李翠英 刘晓玲

杨花柳絮随风舞，雨生百谷夏将至。 4
月19日，常德市武陵区东江街道新坡社区，
处处生机盎然。

今年57岁的刘小平在田间地头忙活，
砍莴笋、摘叶子、装车，不亦乐乎。“眼下正是
莴笋上市的季节，能卖个好价钱。 现在社区
的路好了，灯亮了，家里的老人有社区管，比
儿女照顾得都仔细， 我们也能甩开膀子干
事了。 ”刘小平黝黑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
笑容。

这边刘小平在地里忙碌， 他的父亲刘
日生、 母亲叶永丽则在新坡社区老年日间
照料中心正享受免费的午餐。 饭后，84岁的
刘日生回家休息，81岁的叶永丽留在娱乐
室打牌休闲，楼上的电影放映厅，飘出了黄
梅戏淳朴流畅的韵律。

望着老人们幸福的笑脸， 在社区当了
23年会计的傅忠海自豪地说：“社区党总支
书记陈剑频上任7年来， 社区资产从3万元
发展到3000多万元，有了一个大飞跃!”

新坡社区2004年由村改社区。 因为紧
邻城市， 靠种菜为生的居民也能从土里刨
出“金子”，加上城里打工的收入，居民生活
相对富足。 但社区没有集体资产，环境脏乱
差，基础设施落后。 居民到城里卖菜，路上
时常出事故，苦不堪言。

2012年，陈剑频上任社区党总支书记。针
对居民反映强烈的基础设施落后问题，他跑部
门、拉项目，多方筹资，修路装灯，建排水渠，靠
一股拼劲，他把新坡变成了东江街道最早实现
户户通的社区。 社区没有经济来源，陈剑频开
源节流，成立农贸市场开发有限公司，改造门
面，发展仓储物流，每年集体收入增加200多
万元。 修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时资金捉襟见
肘，陈剑频自己设计，社区干部监工，居民自愿
投工，每一款原材料货比3家。出不起绿化设计
费，陈剑频带领社区干部到城区公园“取经”，
把绿化设计得精巧别致，使社区俨然成了一个
休闲公园……

傅忠海一边介绍，一边当起了向导，带
着记者走进新坡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只见该中心宽敞大气，理发室、健康室、娱乐
室、电影放映厅、餐厅、休息室等一应俱全。
160多名高龄老人在这里能享受免费的午

餐、理发、接送、休闲一日游等20多项服务。
踱步留守儿童之家，时尚温馨，走廊用

玻璃封闭，墙壁色彩鲜艳，图书阅览室雅致。
社区20多名留守儿童放学来这里， 学习专
人教，心结有人解，周末还有手工制作等各
类活动。 窗外，树木葱郁，水流清澈。 亭台楼
阁、假山小桥、儿童乐园，布局精巧，错落有
致,每到傍晚，这里便成为大家休闲的公园。

社区真心为民办事， 居民也把社区当
家。 自2014年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建成开放
以来，居民自发为社区公益事业捐款100多
万元，社区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增强了，陈剑频
却仍不满足。 今年年初，陈剑频又召开党员
大会和居民代表大会。 决定以社区主导，百
姓参与的方式，筹措1000多万元，成立一家
设备租赁公司，壮大集体经济。“现在，公司
的20台塔吊和电梯设备， 已投入全市各大
工地的建设中。 运转顺利，社区集体经济预
计每年可增加三四百万元。”陈剑频计划3年
后着手修建24小时养老服务中心、 全民健
身中心和地下停车场。

听到陈剑频为社区勾勒的发展蓝图，刘
小平兴奋地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甜啊!”

■蹲点感言：

头雁引领，幸福满满
姜鸿丽

在新坡社区采访，记者听到最多的是老
百姓满意的赞叹：“这么幸福的日子，我们想
都不敢想! ”

幸福的日子从哪里来？傅忠海斩钉截铁
地说：“社区的大发展全靠领头雁! ”他告诉
记者，这7年的时间里，新坡社区除了换一个
党总支书记，其他干部都没有变，社区却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领头人陈剑频不等不
靠，开拓奋进，带领干部群众拼搏奋斗，让新
坡社区旧貌换新颜。

7年过去了，新坡社区变了，陈剑频头发
也白了。 唯一不变的是，他为社区发展和百姓
谋福祉的那份赤子之心。 在他的感召下，社区
工作人员干得起劲，积极为民办实事,老百姓
的获得感自然增强,日子越过越甜蜜。

———记者蹲点见闻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甜”

记者在扶贫一线

易地扶贫搬迁如何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涟源市古塘乡见闻

“只要手脚勤，脱贫一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