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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有空就过来做，每个月也能赚
2000 多块钱，家里负担轻多了。 ”

邓桂珍是龙伏镇上的居民，5 年前，
丈夫中风， 家里所有的重担压在了她一
个人身上。 之前，靠帮别人种烟叶，勉强
能养活自己，如今要照顾中风的丈夫，必
须得另找事做。

“只是丈夫中风了，需要我照顾，我
也不能外出打工。 ”

湖南德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扶贫车间解决了就近灵活就业的问题。
现在邓桂珍只需要利用照顾丈夫的空闲
时间，来车间完成包装的工作，每个月都
能有 2000 多块钱收入。

说起自己在扶贫车间的工作， 邓桂
珍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据了解，目前，龙伏镇共有 24 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在湖南德旺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的扶贫车间上班。 每个贫困户
都经过了岗前培训， 都能熟练掌握相关
技能，确保他们在车间多劳多得。

“贫困员工有保底工资，但从生产情
况来看，通过计件计酬，都能拿到比保底
工资高的月薪。 ”湖南德旺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行政主管贺菲菲说。 由于岗位
有限，当有人因事离职后，扶贫工作队又
会发展新的扶贫对象上岗。

去年以来， 该车间累计为建档立卡
户员工发放工资 100 余万元， 真正实现
了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以产业带动扶贫， 让贫困家庭走上
真正脱贫道路， 成为龙伏镇扶贫工作的
重要举措。 在湖南德旺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扶贫车间的基础上， 今年龙伏镇
又组织申报了两个“扶贫车间”。 目前，全
镇 269 户贫困户都能在家门口就业。

在龙伏镇石柱峰村， 浏阳市子翔养
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曙光正在清洗养
鸡场地。

“鸡已经全部卖光了，要引进下一批
鸡苗了。 ”

为了帮扶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增
收， 浏阳市子翔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周曙光主动加入产业帮扶项目。 不仅免
费向贫困户发放鸡苗、饲料等，还提供技
术培训及全时段的技术指导。

“目前，已与村上 48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签订帮扶协议。 ”周曙光告诉笔者，
平均每户发放土鸡鸡苗 50~60 只， 出栏
的产品贫困户既可自行销售， 也可交由
合作社进行保底回收， 解决了贫困户的
后顾之忧，也有了持续发展的基础。

今年以来，龙伏镇以“增收可持续”
为目标，积极抓实产业帮扶工作。 根据每
村每户的实际情况， 按照“一村一业”、
“一户一策”的发展思路，为贫困户量身
打造帮扶产业； 按照产业扶贫“四跟四
走”的模式，强化能人带动作用，确保产
业帮扶项目见实效。

据统计， 今年龙伏镇共组织申报了 5
个产业项目，目前，产业扶贫覆盖了 286
户贫困户。

美丽 展新姿

位于浏阳市上北区的龙伏镇，由原龙伏、泮春两乡合并而成。这里山水旅游资源丰富，有石柱峰、石牛寨、凤凰峡、捞刀河等自然山水景观；人文
底蕴深厚， 有长沙地区规模最大的晚清江南民居标本沈家大屋； 辛亥革命元勋、 民国时期湖南第一任都督焦达峰故居， 清代培文塔遗址和至今
2000 余年的石柱峰樱桃观；这里耕读传家、尊师重教氛围浓厚，石柱峰村、焦桥村享有浏阳市“博士村”美誉……

近年来，龙伏镇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紧扣“1135”工作思路，通过“六抓六促”，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镇域经
济社会发展呈现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展现了美丽龙伏的新姿态。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将继续在龙
伏这片土地上， 用我的青春和汗水，为
乡亲邻里谋福祉， 为新型农业化带好
头。 ”

沈慧锦是龙伏镇新开村的一名党
员。 2005 年，他放弃在广东年薪丰厚的
工作回乡发展农业，创办了“好爸妈种
养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水稻、彩稻、
土猪、土鸡等种养销售。利用“基地 + 农
户”的模式，帮助贫困村民脱贫致富。 目
前， 已有 58 户贫困户与他签订了产业
帮扶或委托帮扶协议，帮扶项目产生的
收益全部归贫困户所有，亏损由沈慧锦
自己承担。

2017 年龙伏镇组织全镇特色种粮
大户成立鼎钧种养专业合作联合社，并

在联合社成立党支部，沈慧锦担任支部
书记，通过党建引领，带领社员奔跑在
浏阳水稻产业发展的前列。

在联合社党支部的引领下，目前联
合社资产总额超过 7000 万元， 流转土
地面积 1 万余亩， 共为 58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帮扶和产业帮扶，就
业帮扶项目贫困户增收达 5000 元 /
人， 产业帮扶项目贫困户增收达 1.5 万
元 / 户。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如今，行
走在龙伏产业发展的最前线， 楼梯扶
手、食品、厨卫等产业均有了自己的党
支部。 在党支部的引领下，企业奋楫争
先，昂首阔步在建设“灵秀乡村精美龙
伏”康庄大道上。

除了打造脱贫攻坚的堡垒，近年来
龙伏镇还广泛开展“党员帮带”活动。 创
新开展“三大四联”工作，采取“1 帮 1”
“1 帮 N” 等多种方式， 动员全镇 1430
名党员， 帮扶 58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通过定期入户走访，及时掌握贫困户实

际情况， 全力以赴打通脱贫攻坚
“最后一公里”。

对于基层党建的深
刻认识， 让龙伏镇创

新党员教育方式。
组织全镇农村党
员开展“冬春
训”，开设“农
民讲习所”，既
讲党的知识，
也讲国学知识
和 村 规 民 约
等，让党员群众
易接受、记得住、

能入心。
2017 年 11 月，

龙伏镇 15 个党员先锋
队正式成立， 用实际行动

助力龙伏大发展。 党员先锋队
聚焦“党组织争创示范、党员培训、党
员创富带富、党员结对帮亲、党员志
愿服务”五大行动，站好“学习宣讲、
致富带头、环境保护、安全维稳、文明
新风、管理服务”六个岗。 党员先锋队
成立后，镇村的大小工作，随处可见党
员忙碌的身影。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来临，身披红马
甲，主动走上国省干道、乡村公路，积极
除雪保畅，“龙伏红”红遍朋友圈；扶贫
工作深入推进，积极结对帮扶；小微水
体治理持续发力，义务疏通沟渠 446 公
里。 一项项生动的主题实践活动，让党
员增强了归属感、荣誉感，也让群众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 个别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被激活，全镇争先创优、干事创
业的氛围不断浓厚。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全面开展以来， 龙伏镇多措并举，
掀起“学习热”。 以各行业热心宣讲的党
员群众为依托，组建了青年队、巾帼队、
党员队等宣讲小分队，送“学”上门，把
课堂“搬”到缺课党员的家里，让主题教
育学习路上一个都不少。 创新开展主题
教育“微课堂”，举办专家讲座，开办“读
原著”研讨班，举行“心得交流会”，使学
习教育由传统的“说教式”向“共享式”
转变，极大地激发了党员干部学习的自
主能动性。

龙伏镇将开展主题教育工作同推
进“产业项目建设年”“营商环境优化
年”“党支部建设年”等全市重大部署结
合起来，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融为一体。

“如何把握当前的学习氛围，扎实
有效地持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该镇党委书记黎靖告诉笔
者，“龙伏镇将严格对标对表，实现‘四
个全覆盖’，即学习教育全覆盖，查找问
题全覆盖，整改问题全覆盖，检查指导
全覆盖。 学用结合，边学边改，以学促
干，做好主题教育与中心工作的结合文
章，传递龙伏正能量。 ”

龙伏镇捞刀河畔风景秀丽， 焦桥村坐
落在此。 这里崇德尚学， 走出了 13 名博
士。这里民风淳厚，凡人善举，层出不穷。占
地面积 500 平方米的“桥丹书院”由在长
沙工作的焦桥村人———焦剑夫妇筹资捐
建。 书院大楼外面，焦桥村筹资 60 多万元
配套建设篮球场、门球场、健身文化广场，
已成为村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焦桥村“德润龙伏”村级道德馆就位于
桥丹书院内， 这是湖南省首家村级道德馆。
道德馆占地面积约 100平方米，于 2018年
6月建成并向公众免费开放，馆内展示了 21
名来自龙伏镇各村的道德模范。

“他们都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我们身
边的人，做了许多大家看得到的好事，他们
的示范作用离我们更近。”焦桥村党总支书
记游磊说。

走进展馆，馆内共分四个板块，分别
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及

“个人品德”。 道德馆全方位展示了由龙伏
镇各村推选出来的 21 位道德模范。 馆内
展示的内容丰富，宣扬的典型人物事迹感
人，是传播正能量不可多得的载体，也是
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

体，是龙伏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涵育基地。

一位道德典型就是照亮
人们心灵的一盏明灯， 通过
建设道德馆， 并将其作为学
习宣传道德模范的主要阵
地， 张榜公布老百姓身边的
草根英雄， 从而树立起了一
批在群众中立得住、 站得稳、
叫得响的道德标杆，有利于全
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建成全省首家村级道德馆，
开展“农民讲习所 屋场故事会”宣
讲活动，并成立“五心”学雷锋志愿服
务大队。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与组织，龙伏
镇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两人获评“长沙好
人 身边雷锋”称号。

在龙伏镇坪上村有一个雷锋大队，去
年 11 月成立， 总共村里有 200 多人参加
到这个大队。

队员每个月至少自愿捐赠 10 块钱，
每个月大队都组织到村上困难户家中走
访，并送上钱和物资。

“我们村完小，教学楼到食堂之间没有
雨棚，每次一下雨，学生就要冒雨跑过去，
雷锋大队知道了， 马上就捐修了一个雨
棚。 ”坪上村党总支书记陈玲玲说。

爱心善举多了起来， 全镇政府部门和
民间自发的友爱互助让龙伏镇的民生也越
来越好。 9 月 27 日，龙伏镇举办“龙伏正能
量” 典型人物评比活动， 评选出一批在教
育、医疗、创业、基层服务、社会道德等方面
表现突出的典型人物，弘扬实干担当精神，
彰显楷模力量。

在“龙伏正能量”的引领下，去年，龙伏
镇新增就业 221 人，发放低保金、民政医
疗救助款等 834 万元，惠及 6000 余人。提
标村级卫生室 4 家、 免费优生检测 348
对、两癌普查 1930 人。 提质通畅村级公路
20 公里，修建桥梁 5 座，实现村级道路村
村通。 完成危房改造 47 户，对 4 所中小学
校硬件进行升级，新增村级图书室 3 处、球
类运动场 4 个。 建成集镇污水处理厂和镇
村垃圾分拣中心、 分拣站， 完成旱厕改造
646 座。 6 个单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建设
获得群众认可。深化统一战线，争取民盟支
持，提质乡村环境，龙伏村获评“省级同心
美丽乡村”。

“增收可持续”为目标，
抓实产业助脱贫

激发爱心树新风，
让民生温暖起来

强化基层党建，
为美丽乡村赋能

龙伏

本版图片均由浏阳市龙伏镇提供

湖南德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精准扶贫车间”于 2017 年 8 月成立，
是长沙首个精准扶贫车间， 先后帮助
36 户建档立卡户解决了就业问题，吸
引不少单位前来参观。

2019 年 3 月 31 日， 龙伏镇
组织开展 2018-2019 年度党员
冬春训，全镇 1000 余名党员利用
农闲时期集中学习“充电”。

道德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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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27 日，龙伏镇评选出“教书育人好老师”、“救死扶伤好医师”、“创业带富好能
手”、“服务为民好公仆”、“群众公认好榜样”等 50 名“龙伏正能量”典型人物，彰显楷模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