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龙治宇 彭姣

6月28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古丈县牛角山村夯吾苗寨，
群山环抱中， 一辆辆旅游大巴进
进出出， 一条绿水从两岸特色民
居中穿过， 一座挂满红色飘带的
木桥，迎送着来往的游人。

2016年,牛角山村整村脱贫，
辐射默戎镇11个村茶叶等产业发
展，帮助2867名村民就近就业，受
益群众达1.3万人，人均增收1800
多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258户
917人脱贫摘帽。前不久,该村被列
入全国小康建设示范村。

村民们都说，牛角山村巨变，
村里的带头人村党总支书记龙献
文功不可没。

一个苗寨“拼”出6家
村办企业

龙献文是土生土长的牛角山
人，人称“龙三哥”。“龙三哥”勤劳
肯干，当过厂长摆过摊，跑过运输
当过包头， 现拥有默戎工程队、龙
鼻加油站、 丰源公司等3家私营企
业，总资产超过1700万元。 致富后
的龙献文， 总是想办法回报乡亲，
捐资帮助修建了学校和上学桥梁。

当上村总支书记后， 龙献文
想得最多的， 就是如何实现乡村
振兴，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牛角山尽管位置偏僻， 经济
落后，但是这里依山傍水，风景秀
丽。 所谓靠山吃山， 做山水“文
章”，一定大有可为。

说干就干。 2008至2010年，
湘西州牛角山生态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挂牌， 古丈县牛角山茶
叶专业合作社成立……

该村采用“村支两委+公司+
合作社+基地+农户”运作模式，村
民以土地、茶园、劳动力、资金等
形式入股，通过土地租金、务工工
资、盈余分配、二次返利、分红等
方式获取收益。

“这种模式，让资金跟着贫困
户转，贫困户跟着能人转，能人跟
着项目转，项目跟着市场转，能真
正让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脱贫，
能真正让贫困地区乡村振兴！ ”龙
献文自信地说。

村党总支副书记龙启国介
绍：“村民尝到了甜头，种茶从‘要
我种’变成了‘我要种’。 ”

如今， 村里有6家村办企业，
茶叶基地面积达10800亩，建成了
1200平方米、 年产200吨的茶厂，
2018年农民人均 纯 收 入 达 到
13618元，人均年增收2000元。

邻村翁草村、盘草村、新窝村
和古阳镇夯水村也跟着“乐”，带
动农户开发茶园4800亩， 人均增
收1000元。

2014年， 龙献文出访澳大利
亚, 参加G20峰会中华文化节，带
的就是牛角山生产的“黛勾黛
丫”；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 作为
全国人大代表， 龙献文背着茶叶
上北京， 成了全国媒体争相报道
的焦点。

火灾后重建 ， 乡村
旅游生机勃勃

正当龙献文满怀信心， 准备
带领乡亲们全力“奔跑”的时候，
2009年7月21日凌晨村里发生的

一场大火， 村民们的一大片房屋
毁于一旦。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
灾难， 龙献文决定将灾难变成机
遇，就地重建特色民居，得到各级
有关部门大力支持。

龙献文跑资金、跑项目 ,磨破
了嘴、跑断了腿，重建的164个日
日夜夜中，他平均每天只睡3个小
时，当时体重骤减15公斤，其中29
天痰中带血。

2010年8月,古丈县夯吾苗寨
旅游公司终于开门迎客， 一排排
整齐规范、 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砖
房呈现眼前，游客走玻璃栈道、看
特色民居、品农家美食、采购苗族
服饰银饰等，热闹非凡。 那一刻，
村民们笑了，龙献文乐了。

而后，山上种茶、山腰养殖、山
脚旅游。 村里农家乐、茶厂、养殖场
也依次亮相。湘西黑跑猪、湘西芭茅
鸡、 湘西山羊三大生态养殖场建成
了。 旅游大巴进村了，山歌嘹亮了。

“龙三哥” 心里的乡村振兴
梦，正一一呈现。

“我们从张家界过来的，这里
的风景很有特色。 ”7月1日，张女
士跟朋友开车到此， 叫记者帮忙
拍合影，她说她还买了不少银饰。

记者在这里看到， 茶园天边
挂，畜禽山中叫，游客苗寨乐……
一个集游、购、玩、吃、住、行一体
化经营的综合旅游区已然呈现。

据统计，近几年来，龙献文个人
投入村集体企业中的资金达1400
多万元。 有人估算，如果把1400万
元存入银行，坐享利息每年都有80
多万元。 他对记者说：“钱能买到很
多东西，但却买不到大家过上好日
子给我带来的快乐和满足!”

情牵湘土地
———湖南人才在乡村

龙献文：大山深处“筑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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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李健
通讯员 陈应时 郭兰胜

氧天下山货集团4万份农业订单，
就带动8400多户贫困户增收； 玲珑王
茶叶公司每年加工茶叶6000多吨，带
动产业链上万名茶农增收……初夏时
节，记者蹲点桂东县，强烈感受到当地
高质量发展的脉动。

一个个生态产业的崛起， 得益于
该县坚持生态环保、产业、乡村发展和
土地利用规划“四规合一”。 通过“四规
合一”，做到了产业定位与地区发展共
通共促， 产业分布与城乡建设共融共
兴，产业项目与科学用地共利共赢，产
业发展与生态环保共生共行。

示范引领，多规融合发展
桂东县寨前镇水湾村， 一栋栋小

洋楼白墙黛瓦，庭院静谧整洁，房前五
颜六色的花卉苗木千姿百态……

“水湾村只是汶江和沤江8公里‘四
规合一’及乡村振兴示范带的一颗明珠，
在这个示范带上，还有流源村、槐村等5
个核心村（社区），并辐射砂坑村等10个
村。 ”寨前镇镇长李定指着该镇“示范带
发展蓝图”对记者说，“整个示范带按‘四
规合一’进行科学布局，哪个位置发展产
业、哪个位置搞居民集中安置、哪个位置
限制开发等，在蓝图上标得一清二楚。 ”

根据蓝图所“指”，记者驱车来到
汶江风光带、示范带慢行道，参观示范
带上的康养度假板块、综合田园板块、
花卉苗木板块、精品民宿板块等7大板
块。 如正在建设的沁春园养生养老公
寓、青少年夏（冬）令营教育拓展基地，
通过与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水口组
古民居、山口组古民居等串联，实现抱
团发展，打造教育拓展板块。

观一隅而窥全貌。 该县按区域特
色，进行产业布局，使茶叶、花卉、中
药、南竹、特色水果等产业，既连片抱
团、又各具特色。 除做到在产业定位上
与地区发展相切合外， 该县还在产业
空间布局上与城乡建设相契合， 在要
素支撑上与土地利用相适合， 在提质
增效上与生态环保相融合。 清泉镇、桥
头乡利用10多万亩茶叶基地，打造“十
里茶叶走廊”；其他乡镇根据县里“四
规合一”布局，纷纷打造生态宜居、产

业振兴的美丽乡村。

壮士断腕，化工企业“清零”
走进桂东县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全

县景区景点一律不收门票费” 的字眼格
外显眼。 一楼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大厅
里，各景区景点的宣传画、实景地图、电
子屏等，展示着全景桂东的生态之美。

桂东县全域旅游服务中心所在的
办公楼今年5月底正式投入使用。“我
们这栋楼是原来节光化工企业的办公
楼，该企业关闭退出后，县国资部门收
购移交给县全域旅游服务中心使用。 ”
桂东县全域旅游服务中心主任邓小全
告诉记者， 办公楼右边就是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沤江佳园， 是原湘肇化
工企业的所在地，企业关闭退出后，这
里成了150多户贫困户的新家园。 办公
楼左边是占地2.6万平方米的桂东汽车
站，去年3月投入使用后，目前成了桂
东最大的人流、物流集散中心。

原来的2座化工企业， 不见了踪
影。

桂东县原有十几家化工企业， 其创
造的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为落实生态环保规划，桂东壮士断腕，逐
步关停县内化工企业，2017年化工企业
实现“清零”。不仅如此，该县还将仅有的
2座煤矿关闭，关停非法砖厂159家。并对
工业项目引进实行严格准入制度， 进一
步剔除污染因素，先后拒绝了30多个重
污染、高耗能的工业项目落户。

绿色发展，生态产业崛起
桂东县平均海拔900米，森林覆盖

率达85%，是全省的生态高地。 化工企
业退出后，该县结合“四规合一”，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工业、全域旅游等
产业，力求高质量发展。

位于桂东县大塘镇的众意竹木公
司，去年7月2日项目签约落地，7月5日
开工建设， 到今年1月一期投入生产，
创下桂东产业项目从引进、 到建设投
产的新速度。

“桂东高海拔气候形成的高密度
南竹， 是户外板材加工的最好原材
料。 ”众意竹木董事长赵铁球带领记者
参观该企业的生产车间，只见100多名
工人正在各自岗位上忙个不停。 赵铁
球介绍， 企业选址时， 为提高土地效

益， 对原大塘竹胶板厂废址进行重建
和改造。 企业投产2年左右，将全面消
化桂东15万亩南竹资源， 并辐射带动
周边县的南竹产业发展。

四都镇溪莲村郭会明告诉记者，
以前村里的竹林，除了挖点竹笋外，竹
子基本没人要； 现在众意竹木公司来
收购后，竹子可以换钱，有的家庭一年
可卖几万元，少的也有几千元收入。

近年来，桂东县引进的中药、康养、
风电清洁能源等生态企业一个接一个，
绿色发展态势愈发明显。 如全域旅游引
进了黄毛洞牙科小镇康养项目、 沁春园
康养休闲项目等。众多旅游项目的建设，
带动全县去年旅游接待人次和综合收入
比上年分别增长25.3%、25.1%。

依托生态优势， 桂东县真正获得
绿起来、靓起来与富起来的多重效益。

坚持“四规合一” 带来高质量发
展。 桂东连续9年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在
10%以上；连续9年财政收入占GDP比
重达11%以上、且财政收入中税收占比
在80%以上，实现了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蹲点感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李秉钧

要发展还是要生态？ 以往曾有人
将这二者对立起来， 似乎觉得追求发
展就必然会牺牲生态， 而注重生态就
肯定会阻碍发展。 桂东县的实践证明，
保护生态与加快发展不相矛盾。 保护
生态环境、发展绿色产业，可以实现更
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
续的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将绿水
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过程中， 桂东县坚
持规划先行、 搞好顶层设计， 将产业定
位、分布及具体项目等与当地资源禀赋、
地方发展大局结合起来，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环境如水，发展似舟。 水能载舟，亦
能覆舟。 保护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
让广大群众从生态保护中获得更多发展
红利， 保护生态就会成为千万人的自觉
行动，桂东的做法值得借鉴。

生态高地崛起绿色产业
———桂东县“四规合一”促高质量发展走笔

精准扶贫在三湘天堂村大摆“龙门阵”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童尧

26亩荒田被挖成不规则水塘，水
塘之间又通过一条条“七弯八拐”的小
水道联通，自成体系、布局独特，颇有
“龙门阵”的架势。

6月19日，在娄底市娄星区水洞底
镇天堂村龙虾养殖基地，“布阵人”戴
细腾打趣道：“生活在这里的小龙虾要
走亲戚，可得费一番脑筋。”

戴细腾住得很简陋，面向“大阵”，
自个儿用石头搭了个工棚， 虽然面积
狭小，倒也还有“三居室”。一间居住，
一间摆满笼网、锄头等用具，还有一间
是业务洽谈室。

养殖经验丰富的戴细腾估摸着这段
时间要少喂点食，“持续雨天， 龙虾的情
绪都不太高，跟人似的吃饭没啥胃口。”

今年雨水较多， 但无论是绵绵细雨
还是倾盆大雨， 都没有冲垮天堂村龙虾
们的“龙门阵”，它们依然过着雨天小憩，
晴天到岸边晒“太阳浴”的闲适生活。

戴细腾把其中的奥秘娓娓道来： 看
起来像迷宫一样， 其实是为了活用雨
水， 连接的渠道一旦多起来， 水就能形

成互通， 旱季不怕干涸， 汛期不怕雨
水。 再加之一侧的小型水利工程早已投
入使用， 雨水不会积压冲毁基地。

今年61岁的戴细腾， 曾是村里有
名的贫困户， 两个儿子因车祸相继离
世，留下3个孙儿和他们老两口相依为
命。 一家人没有生计，3个孙儿还要读
书就学，要怎样才能挑起这份担子？

2017年，在扶贫队的帮助下，戴细
腾养殖起龙虾。纯天然养殖、竞争对手
少、 市场需求量大， 本以为脱贫可以
“一蹴而就”。 但是几场突如其来的夏
季大雨，将他的希望“浇灭”。刚投放的
虾苗几乎都被大水冲走， 池塘也全部
损毁。

“这钱不多，你先拿着用。”几天
后， 村党支部书记肖桂鹅悄悄塞了几
千元钱到他手里，而之前，这位暖心的
村支书还为他担保了大部分债务，“挫
折不可怕，可怕的是轻言放弃。”

为了避免汛期带来水淹之灾，戴
细腾自学成才，钻研出了“龙门阵”的
格局，并模仿建成龙虾的野生环境。村
支两委和扶贫队， 将正在修建的村级
灌溉渠道“拐了个弯”，直接通到“龙门
阵”旁边。

重新振作起来的戴细腾， 写了一
首打油诗勉励自己：座西方宝地，建三
室一棚， 租地十年养龙虾； 观东方旭
日，为一日三餐，奔波千里想糊口，横
批“勤必有食”。

每天4时起，忙活到晚上9时，凌晨
2时还要巡逻一遍谨防蛇鼠偷食。戴细
腾既当老板，又当技术员，还是业务经
理。被悉心照料着的龙虾茁壮成长，去
年获利2万多元，今年卖到餐馆的单价
超过了40元每公斤，还供不应求。

除了养殖龙虾， 戴细腾还在周边
开挖山塘混养鲤鱼、 草鱼、 鲫鱼等品
种，在后山散养跑山鸡，弥补龙虾养殖
的“空白期”，发展垂钓和立体农业。

“老戴现在是名人，来村里的外人
大部分是来找他采购龙虾的， 业务繁
忙起来， 他还专门在草棚里搞了一间
洽谈室。” 肖桂鹅介绍，“经过2年多的
摸索，老戴的龙虾已进入了丰产期，今
年挣个10万元不成问题。”

雨一停，戴细腾又忙着骑电动三轮
车去城里送货。他说：“最大的心愿是把
基地的下山路铺上水泥，能让自己的龙
虾‘走’得更远些，也能让越来越多的人
走进天堂村的‘龙门阵’。”

日租金最低300元
共享房车亮相怀化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邱承）6月28
日，在怀化市迎丰中路与锦溪路口的怀化共享房车服务中心，一字
排开的房车吸引了过往行人的注意，最低300元的日租金，让市民
张先生来了兴趣，他对记者说：“这个暑假计划带家人出游，可考虑
租用一辆，自带旅居功能，吃住行一车搞定，不受时空约束。 ”

据怀化共享房车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正好介绍，现正式亮相怀
化的共享房车有50辆。 记者看到，共享房车的车内由驾驶室和生
活区两部分组成，生活区具备住宿、做饭、淋浴等一系列功能，整个
车厢延展面积10平方米，配备了生活用水、电、床等家用设备，还
有客厅、商务座椅、驻车空调、直流冰箱、液晶电视机、电磁炉、洗衣
机、独立卫生间、家居照明系统、户外智能帐篷等。

据了解，目前该服务中心开通了云南昆明共享房车网点，游客
可乘高铁到昆明网点提车还车，自驾房车云南全境游。“怀化共享房
车网店数量将逐步增至100辆以上房车规模，长沙、海口、成都、贵
阳、拉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50多个全国共享房车网点将陆续开
通，实现异地提车、异地还车，自驾房车全国游。 ”刘正好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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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月2日傍晚，长
沙市解放西路三兴
街口“善面”面馆内，
服务员小喻（左一）、
小肖（左二）用手语
和顾客交流。这家小
面馆店内10名工作
人员都是聋哑人。店
主希望通过这家店
帮助更多的残疾人
朋友，每一位来这里
的残疾人朋友都可
以每天免费吃上一
碗面。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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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蹲点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