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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郭华

柏油马路两旁花团锦簇，绿树成荫，两侧
山间茶树林错落有致，成群土鸡在林间展翅
低飞……这是6月24日， 记者在常宁市西岭
镇平安村看到的景象。

“我们村现在是土鸡变‘凤凰’，一天一小
变，一年一大变。”说起平安村的美丽蜕变，正
在为鸡群投食的村民周冬文动情地说。

跟随周冬文的脚步，记者来到周凌锋带
领村民创办的平安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见
到了平安村村委会主任、“茶山飞鸡” 创始人
周凌锋。

1979年出生的周凌锋身形清瘦，皮肤黝
黑。 说起如何带领村民致富， 他眯着眼幽默
地说，首先得让土鸡学会“飞”。

回乡养殖“茶山飞鸡”
早些年，周凌锋大学毕业后南下广东务

工，先后创办了网络、模具和包装材料公司，
积累了上千万元资产。 2011年春节，他回乡
探亲时发现， 老家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
导致家乡经济发展缓慢。 于是，他不顾家人
反对，毅然返乡创业。

平安村是常宁重点油茶产区，漫山遍野
都是油茶林。 周凌锋便利用油茶林的虫子和
杂草可以为鸡提供食物，同时鸡粪又可以用
作油茶树肥料的共生原理，在平安村流转了
1100余亩土地，种植油茶林，养殖在林间散
养的“茶山飞鸡”。

为帮村民规避风险，周凌锋成立农民生
态种养专业合作社，采取“统一供苗、统一育
雏、统一供料、统一防疫、统一标准回收、分
开养殖”的模式与150余户村民签订合同，村
民将鸡苗养大到1.25公斤左右， 合作社以50
元一只的价格保底回收。

“茶山飞鸡”进入市场便受到追捧，产业
效益也吸引周边村民跟随养殖。 目前，“茶山
飞鸡”产业覆盖常宁市6个乡镇15个村，共建
成现代农舍养鸡场48个， 带动376户农户养
殖“茶山飞鸡”30万羽。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2015年，周凌锋又投资3000余万元创立常宁
市过龙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并建成

“茶山飞鸡”孵化养殖和培育基地。 他还与村
合作社一同建立全自动化加工车间， 将40%
的加工利润分配给合作社。

随着养殖环境和加工水平的不断提高，

“茶山飞鸡”品牌顺利通过省畜禽标准化示范
场认定，鸡肉、鸡蛋也通过农业部无公害农产
品双认证。

周凌锋还利用电商平台，每年将20余万
羽“茶山飞鸡”和常宁茶油、西岭无渣生姜等
“地理标志产品”，捆绑销售到全国26个省市。
去年，其公司电销产值达1180万元，直接解
决当地210余人就业。

村在林中，家在园中，人在景中
产业兴旺也改变着平安村的面貌， 近几

年来，周凌锋带领村民修路、建广场、装路灯，
让平安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吸引越来
越多年轻人回乡发展。

在村里的电商服务站，“90后”女孩廖华
香正在熟练地打单发货。她介绍，每天都有来
自京东和顺丰的物流车将“茶山飞鸡”和土鸡
蛋等农副产品发往全国各地。

“现在在自己家门口工作，一年就可以赚
到四五万块钱，再也不必背井离乡。 ”在过龙
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事养殖工作的周
中云介绍， 现在有很多年青村民都从外地回
乡从事种养业， 家里的老人和小孩也都能得
到照应。

“村民们现在都不打牌了，心心念念想着
‘我要致富’。”周凌锋介绍，村里有7个农业合
作社，村民们都各自参与其中，不是帮忙种树
苗就是在油茶林里养鸡，忙得不亦乐乎。

如今在平安村，油茶林、公共厕所、村民
文化健身广场、LED电子屏、 音乐喷泉花池、
健身场等一应俱全，好一幅“村在林中，家在
园中，人在景中”的美丽乡村图景。

村里还建设了十里沙江风光带、 农俗文
化体验园等生态旅游项目，实现由单一的“茶
山飞鸡”、 油茶种植养殖园向乡村旅游观光、
油茶加工、 农俗文化体验等多层次生态产业
的发展。

“村里十分注重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成
了孝文化广场， 西岭书院， 开设了乡村大讲
堂，还邀请名师来讲解国学经典，让崇学、重
教、尊老理念深入人心。”在周凌锋看来，乡村
振兴不单是硬件设施的改善， 更是农民精神
风貌的变化。

在周凌锋的带动下， 小小平安村几年发
生了大变化。近年来，平安村先后被授予全国
生态文化村、 全国油茶特色小镇和湖湘文化
示范基地，周凌锋也获得全国双创领军人物、
全国农村杰出实用人才、省“十佳农民”等荣
誉。

情牵湘土地
———湖南人才在乡村

�“茶山飞鸡”引乡村巨变
———记全国双创领军人物周凌锋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朱旺方

【微档案】
傅小军，女，1967年出生，湘乡市壶天中

心小学教师。 1988年从湘潭师范学院数学系
毕业后， 先后任教湘乡市壶天中学和壶天中
心小学，担任数学、英语等教学工作。 多次年
度考核为优秀，获湘乡市人民政府嘉奖。多次
被评为湘乡市 “优秀指导老师 ”“优秀教练
员”。

【故事】
家住湘乡城里，工作在50多公里外的壶

天镇。 对傅小军来说， 这样的日子快满31年
了。

1988年8月， 刚从湘潭师范学院数学系
毕业的她到湘乡市教育局报到。“边远山区需
要你这样的老师。”她听了微微一笑：“行！”当
年9月，她来到壶天镇当了一名老师。 这些年
来，其实她有机会调到城里工作。

“我舍不得山里的孩子，很喜欢和学生在
一起。 ”6月19日，记者在壶天中心小学见到
了忙碌的傅小军。 她和善爱笑，说话很温柔。

温柔的傅小军，曾经因为说话声音小，被
孩子们起了个外号“猫咪老师”。 那是大学毕
业刚刚走上讲台时， 面对班上60多位调皮
的中学生， 她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 由于用
嗓过度，咽喉肿痛，声音嘶哑，讲话都很困难。
傅小军霸得蛮，过了“用嗓关”后，创造性地使
用导学卡， 培养孩子们的预习习惯和技巧；
又借鉴值日班长制， 把孩子们的主动性调动
起来……

当班主任多年，傅小军写了不少札记。有
一回，她写道：“原来，幸福和爱都需要我们抓
住时机进行善意的、不着痕迹的提醒。 而我，
愿意将我的爱， 在生活的点滴中悄悄地渗入
孩子的心灵，开出艳丽的花朵。 ”

这段感慨背后， 是一个叫夕阳的女孩的
故事。 一天， 傅小军发现夕阳穿了一件新棉
衣，头发扎得高高的，整个人显得活泼多了。
傅小军由衷地赞叹：“夕阳，你的衣服真漂亮，
整个人都显得神采奕奕。”“你真幸福，有这么

爱你的妈妈。 ”夕阳眼睛发亮，高兴地点头。
那天放学后， 傅小军接到夕阳母亲的电

话，说孩子回家后热烈地拥抱了她，深情地道
谢。 原来，母亲长期在外打工，母女俩很少亲
近。 夕阳一直认为母亲不爱她，郁郁寡欢。 老
师的一句话，居然解开了孩子心头的结。

从此以后，夕阳活泼多了，上课也愿意举
手发言了。 一次下课，傅小军和她聊天，表扬她
这段时间的进步。 夕阳笑了：“感谢老师，是您
让我知道，妈妈是爱我的，我在爱中生活着。 ”

四年级103班，傅小军3年前接手当班主
任。 今年6月中旬的一天，傅小军要去湘乡市
参加德艺双馨教师培训， 她对年轻的代课老
师说，只要帮着看看就行了。孩子们会不会大
闹天宫？傅小军胸有成竹：“走前，我都和孩子
们交待了要做的事， 他们的表现和我在学校
时基本一个样。 ”

有同事向傅小军讨教让学生听话的法
子， 也有一些家长感慨自家孩子就听傅小军
的话。

“我也没什么法子，就是把我的工作都做

好。 我不对学生凶，但我有原则，他们做得不
好，我单独找他们说。 ”傅小军笑笑说，“孩子
们喜欢上我的课，信我。 ”

8人为一组，玩“拍七令”游戏。游戏中，参
与者从“1”开始轮流报数，当数到含有“7”或
“7”的倍数时，只能拍手不能出声，否则就被
淘汰出局。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玩了一把还
想再玩。 这就是傅小军独创的一堂数学课。

在傅小军手中，一张报纸、一本书、一棵
小草、一片树叶、一颗小石子都能成为教具，
锅、碗、瓢、盆也能变成乐器……

这几天，傅小军的办公桌上多了些东西，
那是她带着学校科学课兴趣小组的同学们制
作的校园树木知识牌。“前几天下雨，坏了不
少，我捡回来要重新制作。 ”

让传统游戏走进农村校园大课间， 是傅
小军正在研究的内容。她打算编排一本教材。
此前，她和学校其他老师一道努力，已经把壶
天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火龙灯舞进了校园大
课间。那长长的龙灯，引得孩子们盼着快点长
到五年级，开开心心舞起来。

轻轻推开孩子的心门
———记湘乡市壶天中心小学教师傅小军

编者按
高考完毕， 等待放榜， 恰逢学子心情放松的时候， “寻找最可爱乡村教师” 栏目又

与大家见面了。 我们以此向奉献在教育战线的教师们， 特别是基层教师致以崇高的敬礼！
这个栏目是由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 至今已是第七年了， 每年

推出20名优秀乡村教师， 他们的先进事迹令人敬佩与赞叹。 今年推介的这些乡村教师，
又有哪些新的面孔？ 他们又将展现怎样的精神风貌？ 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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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月19日， 湘乡市壶天中心小学， 傅小军在指导学生识别植物。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