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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5月31日一大早，家住湘潭市岳塘区荷塘
街道指方村的袁金钢戴上草帽， 背着除草机
就往外走。

“这是要去哪？”记者问。
“我去给黄桃树除草。我们合作社种了很

多黄桃树，长势一年比一年好！”袁金钢快言
快语，邀记者一道去看看。

70余亩农田里，共有536棵黄桃树，一眼
望去，郁郁葱葱、绿意盎然。袁金钢是指方村
高家果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他告诉记
者， 指方村是国家4A级景区湘潭盘龙大观园
腹地所在， 每天游客络绎不绝。 他们种的黄
桃，主要就是卖给这里的游客。

“536棵黄桃树年产约1万公斤，按每公斤
30元计算，营业额就有30多万元呢！”袁金钢
一边除草， 一边给记者算起了明细账。“自从
有了盘龙大观园，水果不愁销路，我们的腰包
越来越鼓了！”

在指方村，像这样的合作社有6个。“盘龙
大观园发展好了，咱们也一起致了富。”见记
者采访，有合作社村民插话。

“走，我们去瞧瞧！”记者与湘潭盘龙集团
董事长冯友根、 指方村村委会主任袁永胜一
道走进盘龙大观园。

入园处，翠竹夹道，松柏相迎，花香裹着
翻新的泥土气息扑鼻而来。“左边就是盘龙杜
鹃园，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杜鹃花珍品大都会

聚在这里了。”冯友根自豪地说。
走进杜鹃园，记者看到，红的、黄的、紫

的，各种颜色的杜鹃争奇斗艳。提根杜鹃、悬
崖杜鹃、 古桩杜鹃， 各个品种的杜鹃百花齐
放。冯友根说，全世界共有2000多个杜鹃花品
种，95%的品种在这里都可观赏到。

“杜鹃花只是盘龙大观园花海中的一朵，
这里共有10大主题花卉园，构成了中国独特的
赏花胜境。” 从杜鹃园出来， 冯友根接着介绍，
“荷花园里集中了全世界1208种荷花； 兰草园
里种植了500多个国兰、洋兰等珍稀品种；盆景
园里汇集了上千盆日本黑松等名贵品种……”
提起盘龙大观园的花，他如数家珍。

“为什么要建盘龙大观园？”
冯友根笑着说：“大家都知道韶山是湘潭

的‘红色名片’，我们的梦想就是将盘龙大观
园打造成湘潭的‘绿色名片’，让‘红’与‘绿’
在伟人故里交相辉映。”

2009年，盘龙大观园在指方村动工建设。
10年间，盘龙集团累计投资24.45亿元，建起
了这个以名贵花木观赏为主题的景区。10年
来， 盘龙大观园共引进名贵花草树木30多万
株，景区森林覆盖率达90%，负离子数量是城
区的100多倍，引得游客纷至沓来，曾被国家
住建部授予“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空气好多了，这才像农村嘛！”陈纯是土
生土长的指方村人， 她和记者分享了一个故
事：项目没建起来时，道路两旁树很少，到了
夏天，路上非常热，她回家总是要叫的士送到
家门口。“现在不同了， 路边全是树， 绿树成
荫，空气好了，坐公交车回家时我都要提前一
站下车，一路走来闻着花草香多舒服。”

吸引陈纯走回家的，除了新鲜的空气，还
有宽敞的沥青路。2009年的指方村，基础设施
还不完善，坑洼道路多。项目落地后，盘龙集
团累计新修水泥路、沥青路40多公里，新架和
改造农田电网20多公里， 新建森林防火隔离

墙30多公里。“正是依靠盘龙大观园， 指方村
美了、靓了。”袁永胜高兴地说。

随生活环境一起变化的， 还有村民的思
想观念。

在加入合作社以前， 袁金钢在某单位给
领导开车。“工作轻松，但很迷茫。”2018年，袁
金钢辞职回村种黄桃， 每天早出晚归精心打
理果园，看着黄桃一天天长大，如同看着自己
的孩子成长一般。“现在可比以前累多了。”
袁金钢说，但现在的生活让他有了目标、有了
干劲，更有了获得感。

袁金钢不是个例。 盘龙大观园将花卉产
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卖门票、卖产品、卖服务，
附近4个村的400多户村民当起了职业农民，
发展了30多户花卉专业户和200多家农家乐。
过去贫穷落后的指方村， 如今成了全省旅游
名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3000多
元提高到现在的3.5万元。

“去年，盘龙大观园年游客数达到100万
人次，年收入1.1亿元。今年， 我们将瞄准国家
5A级景区创建目标， 让‘绿色名片’ 更加夺
目。”冯友根信心满满。

为什么有了盘龙大观园， 村民们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了？从冯友根铿锵的话语里，记者
找到了答案。

■蹲点感言
采访中，冯友根告诉记者，从建设盘龙大

观园的第一天起 ， 他就提出 了 自 己 的 理
念———“我们与当地村民是‘亲戚’关系，不只
是邻里关系。只有当地村民拥护了，项目才会
顺利。要得到村民们的拥护，就要与他们共赢
共荣。”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理念，10年间，一个4A
级景区在一座座荒山中拔地而起， 一个贫穷
落后的小山村如今也有了崭新的模样。 这样
的理念，对每一个项目而言，可学可鉴。

———记者蹲点见闻

让“绿色名片”更加夺目
———湘潭市岳塘区指方村蹲点见闻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徐典波 何金
燕)6月1日， 岳阳市2019年开放型经济人才
(长沙) 专场招聘会在湖南人才市场举行。来
自岳阳市的80家开放型经济企业前来揽才，
近500人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招聘现场，来自长沙各高校的1000多名
求职者聚集在企业展位前咨询了解情况。哈
工大机器人(岳阳)军民融合研究院、湖南中
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
司等企业成为岳阳高层次人才需求“大户”；
湖南弘元新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50万元

年薪招聘高管，吸引众多求职者询问对接。
近年来， 作为湖南唯一通江达海的城

市， 岳阳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巴陵人才工
程” 等多项措施， 为引进高层次人才设立
“绿色通道”，在住房、配偶就业等方面提供
保障，让人才能够进得来、安得心、留得住、
干得好。岳阳市人社局局长尹家辉介绍，此
次专场招聘活动旨在贯彻落实岳阳“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发展思路，促进开放型经
济企业发展壮大， 助推岳阳国家区域性中
心城市建设。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记
者今天从滴滴出行获悉，日前，小桔车服旗下
小桔租车在湖南长沙、株洲、湘潭三城市开通
“跨城租车”服务，助力长株潭城市群联动。三
市用户通过滴滴出行App选择小桔租车，可
以实时取车、异地还车，同时不需要支付押金
和跨城服务费。

随着长株潭一体化进程加快， 跨城通勤、
购物、 郊游逐渐成为三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
活， 也对城际交通提出了更多需求。“跨城租
车”这一新的出行方式，将极大地提高三地居
民出行便利。目前，小桔租车在长株潭三地共
计开通160余个车辆取还网点，覆盖居民区、学
校、交通枢纽、商圈、写字楼等日常出行场所。

小桔租车开进长株潭
三城可免费异地取还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欧阳倩

初夏，几场细雨轻洒，龙华山变得更清
秀，山野披绿，羊儿撒欢。

龙华山位于长沙市北部，巍峨的身躯，
既是浏阳市、长沙县、平江县3个地区的分
割线，也是当地发展的“屏障”。

大山与村民无言相依。几亩农田，满山
青绿，守住了乡愁，但也“锁”住了贫寂。

龙华山下的浏阳市新光村， 由原龙华
村和新光村合并，是省级贫困村，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116户。

2014年起， 新光村陆续迎来了亲人：
来自长沙市雨花区的68名党员干部，先后
对其开展帮扶。 一支3人的队伍脱产驻守，
成为村里的“守护者”。如今，新光村116户
贫困户，已有108户“摘帽”。

搬出大山
交通闭塞、生活不便是造成贫困的主

要根源。扶贫队的首要任务，是带领龙华山
下的乡亲易地搬迁出来。

新址要方便生活，要有文娱设施，最好
能在家门口就业……扶贫干部穿梭在田间
地头、屋舍村部，把乡亲对迁入地的期盼收
集整理出来。再对接资源、争取政策，扶贫
工作队来回奔走。

很快，新光村启动搬迁。今年2月，24
户贫困户住进了新家。

红色外墙，宽敞的房间，门前屋后都是
水泥路。离集镇5分钟，离学校10分钟，这
是贫困户唐辉煌的新家。“以前我们最怕下

雨。一是房屋漏水怕倒塌，二是接送小孩泥
路难走。现在可睡个安稳觉了。”

新光村党总支书记徐定介绍， 在搬迁
的同时，雨花区还启动配套建设，2017年、
2018年共投入240万元, 并争取省市资金
260万元， 完善了13.2公里村级道路建设，
修建河坝和村民健康休闲通道等。

变身“股东”
新光村现仅8户没有脱贫。 对已脱贫

的，雨花区也秉持“不脱责任，不脱政策，不
脱监管，不脱帮扶”。扶贫队更远的担忧是：
在全部摘帽、帮扶队撤走后，村里如何避免
返贫、 维持收益的原动力？ 壮大村集体经
济、实现产业扶贫至关重要。

扶贫队在经过调研后把目光瞄准了芦
笋。在扶贫队的建议下，去年6月，新光村
成立仁心合作社，打造芦笋种植基地。流转
土地、 购买幼苗， 前期投入均由雨花区政
府、新光村负责。

4月初，1.1万株幼苗种下， 经过近2个
月的生长， 目前嫩嫩的枝条长到了20厘
米。徐定指着大棚，给记者算了笔账：“1亩
地可产出1000多公斤，按12元的市场价计
算，将带来70万元的销售额。”目前，有64
名贫困户在合作社务工。

村民自己也拧成一股绳，抱团发展。大学
生邓林、邓豪选择回村创业，成立了林豪合作
社，发展蔬菜基地；村民寻管财、李雪站成立仁
德和合作社，流转300亩土地发展油茶产业。不
少贫困户或以资金或以土地入股， 当起了股
东。不少贫困户表示：跟着村里干，大家有信心。

龙华山下亲人来

沅江修复河岸生态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

员 廖文)5月29日， 沅江市白沙大桥两侧河
滩绿草萋萋，新种的树苗长出了嫩叶，生机
勃勃。

白沙大桥横跨白沙长河， 连接沅江城
区和赤山岛。两年前，大桥两边的河滩到处
堆着砂石，有的砂堆甚至高过大桥，既影响
大桥安全，也破坏了河岸线生态环境。2017
年，沅江对全市130多处沿河岸堆放的砂石
堆、混凝土搅拌场、造船厂及砖厂等实施铁
腕整治，全面拆除，对受损河滩进行平整修
复。 该市市政重点项目办工程部负责人皮
华介绍， 白沙大桥修复区域面积共45.6公
顷，其上游是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以河岸
生态修复为主，在保护区下游，根据河床高
低种植相应植物，并设计行人步道，方便市
民休闲。现已完成河滩平整及60%的草籽撒
播、耐水植物种植及步道节点铺设工作。

50万元年薪揽英才
岳阳举行开放型经济人才(长沙)招聘会

杨梅熟 村民乐
6月3日， 嘉禾县珠泉镇含田村生态杨梅园， 村民在采摘杨梅。 近年， 嘉禾县充分利用

优良生态环境， 引导农民发展生态经济产业， 种植优质杨梅、 乌梅2万余亩， 为农民带来了
一条增收致富新渠道。 黄春涛 曹晶 摄影报道

荨荨（上接1版②）
所谓品改就是将老化的椪柑树改良，

栽种当下市场上畅销的柑橘树苗。
据保靖县农业部门负责人介绍，为了

促进果农们品改的积极性，县里出台了相
应的补贴政策：高接换种，补贴800元/亩；
老树更新，补贴1000元/亩；低产改造，补
贴500元/亩。

比耳村党支部副书记石显佑也是椪柑
种植大户，去年他已经完成了品改。石显佑
告诉记者，品种改良的效果非常明显。椪柑
一公斤的收购价只有1元至1.6元， 而改成
脐橙后，收购价就达到4元每公斤，
翻了一番还多。

记者了解到，在比尔镇橘农们
对柑橘低改、品改热情高涨，全镇
已率先完成品改1400亩，低改800
亩县分指标。

“现在国家的政策好啊，种柑
橘只要自己出地，柑橘苗有政府提
供产业奖扶资金，柑橘树老化了又
可以品改低改，柑橘路也通到了村
里的每一处柑橘地里。每年政府还

给我们提供柑橘技术指导， 让我们这些搬
过来的移民户生活好多了!”比耳镇兴隆村
移民柑橘种植大户贾珍春高兴地说。 兴隆
村为移民村， 全村有四分之三人口为移民
户，柑橘产业是村里的主打产业。贾珍春移
民过来后，主要从事柑橘种植。

保靖县农业农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
全县今年计划低、品改柑橘面积12450亩，
目前已完成80%以上。

“只要做到产品品质与市场需求接轨，
椪柑滞销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 经历过
春节前那场滞销的金贤生欣慰地告诉记者。

椪柑滞销之后

荨荨（上接1版①）
抓分类减量，岳阳县创造了“三点式”，

即“卖、沤、运”。而云溪区实施的是“两分
法”：村民主导“能不能烂”，保洁员主导“能
不能卖”。

努力实现无害化。平江县按照可降解
利用、可回收、不可降解分类处理。可降解
利用垃圾由农户直接沤制作有机肥；可回
收垃圾由农户收集，统一由供销部门或社
会回收企业收购；不可降解垃圾由村收集，
乡镇运转，并按照垃圾减量、可回收增量对
户、村、乡进行奖补。如今，垃圾分类已成平
江广大农民的自觉自愿行动。

“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岳阳始终突
出群众的主体地位， 注重发挥乡村自治作
用。”孙志诚欣喜地介绍，该市已建成村级环
境卫生理事会1580个，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共
治共建共享，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仅靠村干

部和党员推进整治的“单打独斗”局面。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平江县、

湘阴县、屈原管理区等地还建立了污水、垃
圾处理群众付费机制。 华容县莲花堰村洋
鸭岭屋场，坚持屋场建设占用土地零补偿、
工程建设零利润、投工投劳零报酬。临湘市
马垅村每家自愿“投一个工、做一餐饭、管
一天茶水”，清理陈年垃圾410吨，使得村
庄洁净如新。

湘北农村厕所， 今年轰轰烈烈掀起了
一场“革命”。按上级要求，湘阴县今年只需
改造1.2万户农村厕所，为了进一步保护湘
江和南洞庭湖， 该县自我加压， 主动改厕
2.5万户。临湘市为了守护一江碧水，加快
农村改厕进度， 目前已完成全年任务的
51%。 孙志诚告诉记者， 岳阳市全面启动
14.4万户卫生厕所改（新）建工程，已经完
成4.1万户改厕任务，进度全省领先。

垃圾“三化” 环境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