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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生态 守护绿水青山

炎陵县原名酃县，始建于宋嘉定四年（公
元 1211 年）， 地处湘东南边陲、 井冈山西麓。
1949 年 10 月，独立第四团、南下工作团第三
大队酃县中队的抵达， 宣告全县解放。 1994
年，因“邑有圣陵”———炎帝陵，更名为炎陵县。
酷暑时， 很多游客不远万里来到炎陵避暑，为
的就是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炎陵县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的 120 多家
酒店、农家乐每天游客爆满。 来自省内外的游
客们一边采摘美味的“炎陵黄桃”等高山水果，
体验采摘的乐趣，一边享受着低于山外 7—8℃
的自然清凉，领略着盛夏里秋天的感觉。

炎陵环境综合指数稳居全省第一。 这都得
益于炎陵县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提前布局。

从上世纪 50年代起至 2018 年，全县共造
林 86.54万亩、营造经济林 23.04 万亩，山林封
禁 1056.04万亩次。 2018年，该县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 96.7%，排名全省第二、全市第一；连
续四次入选“中国深呼吸小城”，全县地表水体
和饮用水源水质优于国家二类标准， 达标率
100%。今年 1-8月，该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又提升至 98.8%。

“中国十佳绿色城市”“世行贷款国家造林
项目先进县”“全国绿化先进集体”“全国土地
管理三无县”“国家林业局天然林管理工程示
范县”“省林业十强县（市）”“省公益林保护建
设先进单位”和全省首批、全市首个“绿化达标
县”等一系列荣誉，无不印证着炎陵的优质生
态环境。

……
一个个骄人的成绩凸显了炎陵县雄厚的

生态实力。
炎陵境内的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

盖率达 98.75%。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广州环境
监测中心测定，楠木坝珠帘瀑布处负离子含量
达 13万个 /立方厘米。

该县还拥有湖南第一高峰———酃峰，海拔
2115.2米。

梨树洲被誉为“小九寨沟”，保存有“植物
活化石”南方铁杉群、冰臼群、高山草甸和万亩
竹海。

大院农场被誉为“小庐山”，分布有全国面积
最大的万亩杜鹃花、最原生态的高山湿地景观。

……
数不尽的山河景观，让炎陵拥有了无限的

生态财富，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天蓝、山绿、水
清的优美环境。

产业脱贫 收获金山银山

2012 年， 炎陵县被列入罗霄山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县后，以发展绿色产业、增加群
众收入为主抓手，拉开了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全面小康的序幕。

“炎陵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品牌，最大的希
望是绿色发展。 ”谈到炎陵在绿色转型升级上
面的打算，黄诗燕既信心满满，又充满了激情。
近年来，炎陵县始终坚持“守望相助”，守住“绿
水青山”，望着“金山银山”，走绿色发展的路
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生态工业、绿色农业。
旅游带动脱贫， 既是全县发展的重要战略，又
是绿色转型升级最好的体现。

老祖宗安寝福地，老一辈革命圣地，老天
爷生态宝地，老百姓宜居乐地，“四老”是炎陵
的特点和骄傲，是该县发展文化旅游的良好优
势。

在文化旅游方面，炎陵县始终围绕以县城
为核心区、由县旅游环线串联境内核心旅游资
源、打造“祭祖祈福板块”“养生度假板块”“红
色体验板块”的“一心一环三大板块”产业格
局，着力打造成全国知名全域旅游目的地。

39 个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48 家休
闲山庄、412 家农家乐加速发展，帮助 5600 名
群众就业创业，其中贫困人口 2112 人，人均增
收 1.8 万元。 2018 年，全县接待游客 687.1 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 53.2亿元。

炎陵获评“全国最美生态旅游示范县”“全
国最具投资潜力旅游名县”“全国十大县域旅
游之星”“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

三月赏桃花，七月品黄桃。
在炎陵县，“炎陵黄桃”被视作致富的黄金

果，贫困户因黄桃住上了新房、穿上了新衣，单
身汉因黄桃娶上了媳妇。

2019 年，“炎陵黄桃” 种植面积 8.3 万亩，
挂果面积 4.5 万亩，总产量 4.5 万吨，全产业链
综合产值 20亿元。 全县共 9450户 3.2万人种
植黄桃，约 6 万余人参与黄桃产业链，累计有
4784 户 14152 名贫困人口依靠种植黄桃而脱
贫，年人均增收 9000元。

去年，“炎陵黄桃”列入央视“广告精准扶
贫———国家品牌计划”，并登上了 2018 中国果
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2019 年，炎陵黄桃宣
传片再次亮相中央电视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依托生态资源，
让炎陵人致富的不仅仅有黄桃。

近年来，炎陵县依托以生态休闲农业风光
带和特色水果、无公害蔬菜、炎陵白鹅、茶叶、
油茶、笋竹林、药材、花卉苗木基地为核心的
“一带八基地”，打响了特色农业开发战役。 带
动 6548 户 21701 名贫困人口， 户均年增收
6800元。

2018年，建成 8.6 万亩特色水果、4.3 万亩
无公害蔬菜、3.52 万亩茶叶、29 万亩油茶、34.6
万亩笋竹林、1.4 万亩药材、0.5 万亩花卉苗木

基地，出产 220万羽炎陵白鹅。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

炎陵有充足的水源和较大的河流落差，该
县历经数十年发展的小水电产业为发展生态
工业、推进脱贫攻坚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保障。

“十二五”期间，全县逐步发展为以炎陵工业
集中区和九龙工业园、中小企业创业园为核心的
“一区两园”生态工业格局，炎陵工业集中区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跻身全省综合园区 20强。

2018 年，全县规模工业企业 104 家（其中
亿元产值企业 13 家）， 主营业务收入 76.8 亿
元，利税 5.7 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 24.5 亿元，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1.4％。 引进投资
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其中 10 亿元以上的预备
上市企业 3 家。“一区两园”扩大到 11 平方公
里， 入园企业 149 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66
家，安置就业 1.4 万余人，带动 2692 名贫困人
口人均年增收 2.5万元。

目前，新材料、声学、智能家电、新能源发
电和汽车、纺织服饰五大生态工业产业链已基
本形成，拥有全康智能家电、欧科亿、国声声
学、博友纳米、圣宝龙电动车、思凯乐等一批
“旗舰”项目。 这对于一个曾经的贫困县来说，
是财富，更是后劲和希望。

在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成为历史的同时，
炎陵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 96%，获评“中国最
具幸福感县级城市”，位列“2018 中国幸福百
县榜”。

民生为本 构筑幸福炎陵

据该县旅游和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1-8月份全县接待游客 512.28 万
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 34.69 亿元， 同比增加
8.64%、8.27%。 来到炎陵旅游的游客们纷纷表
示，非常羡慕住在这里的居民，气温凉爽，景色
优美。

然而，游客们不知道的是，为了打开“山
门”，迎接游客，炎陵县历经了艰辛。

1958 至 1990 年间，炎陵县在崇山峻岭中
依靠人工凿挖、 肩挑手抬， 修筑公路 47 条
576.06公里。 1997年消灭“无路村”，实现村村
通公路。 2005年至 2014年，衡炎、炎陵、炎睦、
炎汝四条高速和衡炎吉铁路先后建成通车，

2015 年建成旅游环线公路，目前，县内国
道 3 条 115.47 公里、 省道 6 条 239.789
公里、县道 20条 286.509公里。

如今的炎陵， 便利的交通， 平整的道
路，不仅为炎陵县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也架起了连接游客与炎陵之间的桥梁。
山门开了，住在山里的人也向着新时代走

来。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从这里出去，有了看世
界的机会。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炎陵县的教育水平
也在逐年提升，1988年， 鲁坑小学教师马安健
参加联合国亚太地区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中国
农村复式教学研讨会”， 炎陵在农村复式教学
领域达到了国内领先。1996年，获评省教育“两
基”达标先进县。

至 2018 年，炎陵县已形成了成人教育、职
业教育、普通教育、幼儿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
育体系，“软硬件”水平全面提升，先后获评“全
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
本均衡县”“湖南省教育强县”， 鹿原中学入选
“中国青少年创新教育实践基地”，水口镇中心
小学入选“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
近年来， 炎陵县不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

完善文化设施的同时， 创新群众文化活动，是
“全国文化先进县”，该县沔渡镇获评“中国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 建成“湖南省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炎帝传说”“苏区歌谣”“客
家山歌”入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涌
现出一大批书法、诗词、楹联、绘画、歌唱等领
域享誉全国的优秀人物代表。

以文化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让全县
群众整体素质和城乡文明程度大幅提升。 2014
年，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教育、文化、医疗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与人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为提高全县诊疗水平，让
市民在家门口享“名医”。 该县积极推动医疗联
合体建设。 县人民政府与市中心医院签约合
作，市中心医院每月定期派驻医疗专家到县人
民医院坐诊， 据统计，2017年县域内就诊率提
高到 85%，2018 年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 87%，
2019年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 90%。

文明乡村树新风，美丽乡村入画来。
炎陵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让村庄环

境和面貌焕然一新。 目前，该县创建“美丽乡
村”省级示范村 3个、市级示范村 5 个，10 个乡
镇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 下村乡获评
“全国环境优美乡镇”，星潮村、水西村成为“全
国城乡统筹建设示范村”，星潮村、鹿原镇获评
“全国文明村镇”，山垅村被列为全国“美丽乡
村”创建试点乡村。

70 载奋斗， 炎陵因发展而成为了一片热
土，因平安而成为了一片乐土。

新中国成立初期， 炎陵积极开展清匪肃
特、镇压反革命、打击取缔非法组织和邪教等
斗争，全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此后 60多
年里，始终以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为根本，保持
高度警惕，提高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行业
防控能力，严厉打击各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
覆活动，筑牢抵御政治风险的铜墙铁壁。

多年来，在持续打击严重暴力、多发性侵
财、黑恶势力、毒品、食品药品和网络诈骗等各
类犯罪的高压态势下， 炎陵连续 14 年被评为
“省平安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初战告捷，
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

砥砺奋进七十载，风雨兼程著春秋。 随着
“湘赣边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的加快推进，
炎陵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展望未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引航向，全面
建设美丽幸福新炎陵的炎陵梦催人奋进。

炎陵，必将在新的逐梦之旅中，驶向更加
光明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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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在“炎陵黄桃”正值丰收时节，原产地炎
陵县举行黄桃大会，正式宣布“炎陵黄桃”面向全球发
售。 当天，迎来全国 2000 余名经销商及游客驻足品尝。

今年 8 月，我省公布首批 10 个农业特色小镇，炎陵
县黄桃小镇———中村瑶族乡榜上有名， 随后引来人民
日报等多家媒体关注。

昔日的炎陵，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县！ 人们还吃不
饱，穿不暖。

如今的炎陵，守望着一片绿水青山，创造了独具炎
陵特色的金山银山，逐步走上了开放崛起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炎陵县委、县政府始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创造了跨越崛起的伟
大成就，开启了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建成更高水平全面
小康、开启基本现代化“三个新阶段”。

七十年，光阴荏苒；七十年，沧海桑田……
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到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从“以林养水、以水发电、以电兴工、以工补农、以农

带商”“以‘老’字强县，靠‘山’字富民”，到初步建立起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生态立县、产业富县、开放兴县、科技强县”“绿
色崛起、产业振兴、开放带动、民生优先、实干兴县”，到
围绕全面建设美丽幸福新炎陵总目标，实现脱贫摘帽、
同步小康。

……
美丽、幸福的新炎陵正朝着 20 万炎陵人大步走来！
株洲市政协副主席、 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不止一

次强调，对炎陵来说，就是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生态工业、
绿色农业”三大支柱产业。 就是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群众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⑴ 美丽的炎陵风光。
⑵ 炎陵黄桃丰收季。
⑶ 文化惠民下乡演出。
⑷ 高速公路穿山越岭。
⑸ 村民采茶叶。
⑹ 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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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神农氏雕像

炎帝陵阕门。 （本版图片由炎陵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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