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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金燕

决胜脱贫攻坚，离不开人才的支撑。
然而现实生活中，“招人难”“留人难”是
影响脱贫攻坚成效的重要原因。日前，笔
者在湘西花垣等地调查采访， 直观感受
到人才对于脱贫攻坚的重要性。

无论是发展扶贫产业、推广现代特色
农业，还是开展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贫
困地区都需要大批的懂市场、 善经营，懂
技术、 有专长的人带动农民增收脱贫，实
现长远稳定发展。 如何破解这个瓶颈？应
充分用好政策性优惠、奖励措施，鼓励高
校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去，扎根农村。同时，
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对贫困地区的农村群
众进行培训，补充急需、实用的本地人才。

解决引进人才的问题， 关键要提高
贫困地区的吸引力。 笔者采访到了几位
带领村民拔穷根、寻找致富良方的“领头
雁”，他们的经历各异、安心的缘由不同，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他们都找到实
现人生价值的路径：家乡一天天变好，配
偶就业问题顺利得以解决，“85后” 扶贫
专干张培挺便能安心扶贫一线， 一干就
是6年；曾经破旧的村小修缮一新，工资
福利逐年递增， 让乡村教师龙金高安心

三尺讲台，用一辈子的坚守，为大山留住
希望，为家乡“拔穷根”；利用一技之长为
贫困户种桑养蚕“把脉”，几年光景，让72
户386名贫困乡亲开始走向致富路 ，让
县城里的农技专家龙明景觉得农村这片
舞台足够大。

脱贫攻坚需要人才， 人才也需要展
现才华的平台。 李建军是泸溪县最年轻
的中学校长 ，这位 “80后 ”任教十余年
间，所教学生考入国内知名大学的不少。
当初他拒绝了留在长沙工作的机会，看
中的正是基层天地广阔、 大有可为。“有
为者有位”， 基层一线是实践的火热疆
场，拥有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也是人才
成长的沃土。从这个角度看，实现自我价
值是留住人才的根本。

“会干事的难找。”某位基层干部的
感慨， 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乡村人才工作
面临的困境。“高压作业”“干活憋屈”“待
遇不好”，人才工作常常陷入招聘、流失、
再招聘、 再流失的循环。 既要有岗位吸
引，也要有待遇保障，贫困地区应该在工
资、福利等方面向人才倾斜，解除人才的
后顾之忧，创建合理的晋升机制。用心用
情倾听人才的内心诉求， 方能让他们留
得下、稳得住。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通讯员 龚文君 汪
进 记者 肖洋桂）6月27日，临澧县林伯渠生平
陈列馆开馆。

林伯渠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
延安五老、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近年来，

临澧坚持传承红色基因，挖掘红色文化，全力推
进红色教育基地建设。 位于林伯渠故居景区的
林伯渠生平陈列馆， 是系统展示林伯渠生平的
重要场所。陈列馆采用先进4D投影技术，将历
史资料与现代科技紧密融合， 再现林伯渠鲜为

人知的工作、生活场景。
当天， 临澧县还举行了长篇纪实小说

《风云林伯渠》 首发式和林伯渠故居纪念馆
党建研学实践营地开营仪式 ,当地1000多人
参加。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陈健林 任泽旺

仲夏时节， 穿行在遍布江永县大大小小的
柚子园里，仿佛置身一片绿色的海洋。青绿色的
柚子已长到两个拳头大小，一个个垂挂枝头，随
风摇曳，目之所及都是果农疏果、除草和整地的
繁忙场景。

江永县是“中国香柚之乡”，种植香柚已有
数百年历史。据《江永县志》记载，清朝道光年间
县内已是“橘柚凝烟翠”，到处是成片的柚园。目
前，全县香柚种植面积达10.5万亩，是全国最大
的香柚基地之一。去年，该县香柚产量达40余
万吨，实现产值约10亿元。柚子产业已成为该
县经济的支柱产业。

6月18日至23日，记者走进江永县蹲点，探
寻香柚崛起的“江永密码”。

标准化培育提质增量，江永香柚
成为品牌

6月19日中午，江永县粗石江镇罗家村，村民
谢庚亮的妻子麻利地将自然脱落的小柚子装进
麻袋里。她告诉记者：“小柚子能做药材，下午镇
上会有老板来收。”不远处的柚子林里，谢庚亮正
在江永县特色农业示范区高级农艺师卢胜进的
指导下给柚树施壮果肥。他说：“一年要施肥3次，
接下来11月份还要施采果肥。今年柚树花开得比
较多，果子也结得好，估计产量至少2.5万公斤。”

“以前产量可没这么高!” 卢胜进回忆，1985
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农业局工作，经常
去果园基地实地调查。当时，村民们只是在房前
屋后的“方寸地”里，种上少许柚树，由于缺乏技
术，疏于管理，产量不高。当年，全县的种植面积
只有3100亩，年产量仅180吨。

“尽管如此，江永香柚一开始就颇受欢迎。”
卢胜进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公斤香柚卖
4元多，那可是真金白银啊。” 由于江永气候温
和，无霜期长，土壤天然富硒，产出的柚果色泽
金黄，嫩脆清甜，香味浓郁，被视为果中珍品，因

此在市场上有着良好的口碑。但由于产量低，即
使在丰收年也常常“一果难求”。

“破冰”始于1995年。当年，江永县被列为
全省九大丘岗开发示范区之一， 并被国家农业
部命名为“中国香柚之乡”。江永县紧紧抓住这
一历史机遇，确立了“依托香柚产业 振兴江永
经济”的发展战略。

“刚开始推广标准化规模种植，并不容易。因
为柚子花不能自花授粉，所以过去的柚树只开花,
很少结果。”卢胜进介绍，为解决这个问题，江永县
成立香柚研究所，开展异花授粉技术研究，对单株
优良香柚进行挂牌观察， 引入20多个柚类品种进
行试验，筛选出良种授粉品种。随后，县里将“酸柚
异花授粉技术”在全县推广，柚子产量提高30%至
40%，创造了当时香柚连片丰收的“神话”。

近年来，江永县实施香柚品牌战略,大力推
广柚果套袋、营养诊断施肥和“资源式”联防联
治黑蚱蝉等技术， 鼓励果农对柚树进行标准化
施肥、疏果、除草等管理，香柚的品质和产量都
大大提升。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万亩香柚基地
3个，千亩连片柚园18个。同时，引进“满天星”
农产品防伪溯源项目，实施果品质量追溯制度。
据悉， 大部分江永香柚都通过了无公害农产品
认证，优果率达到90%。

线上线下开拓市场，“农旅结合”
魅力十足

“来!一二三，茄子!”6月22日上午，江永县
云雾山香柚产业园，几名游客在巨大的柚子雕
塑下拍照留念。来自长沙的李女士说：“上次我
们来认领了几棵柚子树，现在已经挂果。女儿刚
刚参加完高考，带她出来放松一下。”

“我们这里节假日有很多游客的!”云雾山
香柚产业园负责人马新民介绍，2018年， 江永
县投资600万元，硬化园区道路约6公里，新建
香柚科研大楼1栋， 新添香柚文创景观6处，通
过农旅“联姻”，让柚园变游园，催生了一批农家
乐。目前，云雾山香柚产业园已获国家3A级旅
游景区认定，预计今年可产香柚750万公斤，产
值约4000万元，拉动旅游消费5亿元，为周围贫
困户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

随着香柚品质和产量提升， 如何打开市场，
越来越成为江永县决策者思考的问题。 为此，该
县一方面立足“走出去”， 线上线下全面开拓市
场，另一方面坚持“请进来”，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利用香柚采摘季推出多条旅游路线，并适时推出

不同主题的旅游活动，吸引各方客商、游人来观
光、品柚。年年举办的“香柚节”“万亩柚海采柚
行”等活动，已逐渐成为品牌活动。

“年底柚子上市的时候， 我的网店每天能接
100多个单。去年，卖了1.5万多公斤，销售额有16
万多元。” 在江永县永阳路电商街的一家门店内，
“90后”小伙儿莫少德正忙着打包柚子糖，他掏出
手机向记者展示了去年柚子丰收时拍摄的电商街
照片。金灿灿的香柚堆满仓库，快递员们“驻扎”电
商街打包货物，货车司机守在门外拉货……

莫少德口中的电商街，于2015年开业，目前
有60多个商家入驻，大多数以销售江永香柚等特
色农产品为主，并对接了天猫、京东和亚马逊等
众多平台。通过统一设计柚子包装、提前网上预
售等方式，让果农摆脱传统的散种散卖模式。

2015年，江永县被评为“国家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据统计，全县共有乡村电商
服务站81个、电商企业120余家，开设网店2000
余家，电商从业人员7000余人。

江永县还加强批发市场和专卖店建设，建成
了桃川香柚批发市场等3个水果批发市场。同时，
在长沙、永州等地设立了香柚销售专卖店，在上
海、 成都、 昆明等地设立了香柚销售总代理。目
前，江永香柚的销售网点已遍布全国,香柚经平
台转销，出口到了韩国、加拿大等国家。

■蹲点感言

科技助推
“江永香柚”成为品牌

蒋茜

从零散到规模化，再到标准化种植；从肩挑
手提，到机械化运输，再到互联网电商。“江永香
柚”不断做大做强做精，名动天下,靠的是什么？
是科技的力量。

在发展香柚产业过程中, 江永县让传统农
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成立香柚研究所，开展异花
授粉技术研究，并在全县推广,实现香柚大幅提
质增量。正是依靠科技的推动，香柚被加工成许
多高附加值的产品,如柚子干变成柚子香精，再
变成柚子酵素。

目前，江永县正计划与科研机构合作，打造
集生产果胶、特色柚汁、香柚营养品等于一体的
综合加工基地。有了科技的依托，“江永香柚”必
将带动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

藏在柚子里的“江永密码”
———探寻“江永香柚”崛起之路

三湘时评

决胜脱贫攻坚，要补齐人才短板

林伯渠生平陈列馆开馆

阳晓华

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推动县
级媒体转型升级、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的战略举措。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 “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要求，顺应大势，
深化改革，加快推进新邵县融媒体中心建
设，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和公信力。

首先，要把稳政治方向，积极引导群众。
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必须坚持党管

媒体原则，坚持县委对新闻舆论工作的统
一领导，紧紧围绕夯实党在基层的宣传思
想文化阵地这一核心任务开展工作，紧紧
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个中心进
行新闻宣传。

必须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 “四个意
识”，发挥新型主流媒体举旗定向、明辨是
非的作用；切实做好正面宣传引导，认真
践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的使命任务，为新邵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必须做强主流舆论。按照“县委主导、
媒体融合、移动优先、流程再造”模式，新
邵县融媒体中心建设将整合县新媒体中
心、县电视台，进一步完善“1+8”融媒矩
阵，建好电视台、村村响广播、新邵发布、
新湖南新邵频道、新邵时刻等8个平台，围
绕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区域信
息枢纽三大功能，实现机构、内容、渠道、
平台、人员、经营管理和受众等方面的深
度融合，着力提升县级媒体的整体功能。

其次，要把准舆论导向，不断凝聚群众。

要掌握宣传主动权， 占领舆论制高
点， 自觉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敢于发声，善于发声。

要善用新媒体。 紧跟前沿技术发展
趋势，坚持移动优先，做优做强“掌上新
邵”等新媒体平台，把资源、技术、力量向
移动端倾斜；推动采编发流程再造，打造
“中央厨房”式融媒体中心，实现对信息
资源的高效整合和深度开发，做到“一次
采集、多元生成、全媒发布”。

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准确把握好舆
论引导的时、度、效，创新正面报道形式、
方法、手段，增强宣传报道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坚持“三贴近”、践行“三深入”、深化
“走转改”， 主动深入基层一线采访调研，
充分反映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基层创造
的新鲜经验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推出
更多清新朴实、 生动鲜活的新闻报道，激
发全县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再次，要把好价值取向，更好服务群众。
无道德，不新闻。“融媒体”时代，更需

“价值坚守”。这里主要指两方面的价值：一
是主流价值取向，即媒体在融合的过程中，
要将“核心价值”牢牢镌刻在心中，立场不
动，信仰不乱；二是竞争价值取向，即媒体
和媒体从业者要有行业道德、职业操守，在
融合中坚守阵地，在竞争中守住底线，为媒
体融合发展探索新路径、新经验。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顺
应群众多样化信息需求，按“媒体+政务+
服务”的功能，做精做强媒体主业，不断深
化融媒体中心的公共服务属性，在服务群
众中吸引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众。

（作者系新邵县委书记）

媒体融合正当时
———县（区市）委书记谈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精准把握“三向”,
搞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记者蹲点见闻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贺威）今天上
午，省人大机关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专题报告会暨“七一”表彰大会。会议
要求， 省人大机关每一名党员干部要在缅怀
历史中牢记责任，在展望未来中明确方向，在
对标先进中激发动力，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
精神、真抓实干，以最坚定、最自觉、最实在的

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推进全省人大工作高
质量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杨维刚、 李友志出席会
议。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胡伯俊主持省人大机
关庆祝建党98周年“七一”表彰大会。

会议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落

实好主题教育各项措施，扎实抓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通过个人自学、开展学
习研讨、联系实际抓好革命传统教育、精心筹备
开展红色故事演讲会、搞好调查研究、切实检视
反思突出问题、抓好舆论宣传，确保主题教育取
得实效。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白晓
波在报告会上讲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动人故事，
再现了毛主席勤政为民、艰苦朴素、情操高尚的
一代伟人风范，与会人员深受感染。会议还表彰
了省人大机关一批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
作者和先进党支部。

在缅怀历史中牢记责任
在对标先进中激发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