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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易果

10月30日，是龙俊去世的第94天，记者
来到保靖县毛沟镇阳坪村，探寻龙俊5年来在
大山深处积淀的光和热。

龙俊牺牲前是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保靖
县支行干部、 保靖县毛沟镇阳坪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

58岁的龙俊当过兵、扛过枪。自2015年
开始，他先后到保靖县两镇三村扶贫。帮扶的
三个村中，目前已有两个贫困村出列。经他直
接帮助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有59户221人
脱贫。

7月29日， 龙俊在送完资料骑摩托车去
扶贫村的途中，不幸遭遇车祸，献出自己宝贵
的生命。龙俊去世时，随身携带的蓝色公文包
落在路旁，包里是一沓扶贫材料。知情人说，
龙俊把扶贫工作看得很重，曾三番五次请缨，
到一线扶贫。 龙俊相继被追授为省2019年
“百名最美扶贫人物”、省优秀共产党员、省模
范退役军人。

“龙哥是用心在扶贫的”

“媛媛，猕猴桃掉果啦，你要多到这看看
啊！”7月28日，也就是龙俊“出事”的前一天，
还在山下睡觉的彭媛，接到龙俊的电话。

彭媛回忆道：“龙哥天天来， 看园子比我
自己还用心。”龙俊还常常打电话叮嘱：“园子
积水了，要挖引水渠了。”“草长疯了，要记得
除草。”

大学毕业后， 彭媛曾外出务工创业。
2015年，彭媛返乡成立保靖县阳坪猕猴桃专
业合作社，目前，合作社有196户入股，包括
全村6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龙俊来扶贫之前， 彭媛想扩建一个猕
猴桃育苗基地，把产业做大，苦于资金困难，
一直无法实现。龙俊来到阳坪村扶贫后，了解
到彭媛的情况，便说服行领导，仅仅用15天，
50万元农信担贷款就到了合作社的账上。

“今年春节，合作社第一次盈利分红4.8
万元，虽然不多，但大家好开心。”彭媛说，“今
年是丰收之年，以每亩3000元计算，收入超
过100万元。”

“龙哥是用心在扶贫的，他真的很关心我

们。”彭媛的声音有些颤抖，“当时我们都约好，
猕猴桃熟了第一个请他来尝。”

现在，猕猴桃园里的果子已采摘完，合作
社养殖的200只大雁、5000多只鸡、1000多只
鹅，销售一空，可惜龙俊已看不到了。

“他一直在扶贫路上奔跑”

阳坪村地处矿山周边，以前大多数劳动力
靠矿山生活，这几年矿山整治，村民生活少了
依靠。龙俊和村支两委干部一起研究，决定在
特色养殖和种植业上下功夫。 他们对全村400
余亩柑橘进行品改和低改， 大力发展大雁、青
蛙等特色养殖。

为鼓励养殖户彭廷成等人创业，龙俊找到
农行做工作， 帮他们申请5万元的低息贷款。

“龙叔入土后的第二天，这笔钱终于到了账，现
在青蛙正是大长的时候， 每天食料费要上千
元， 这笔钱刚好让青蛙出田， 真是帮了大忙
啊！”彭廷成说。

沿着阳坪村硬化的“进户路”，记者来到建
档立卡贫困户彭治坤家。彭治坤夫妇一家5口，
老母、两个儿子，大儿子患有脑瘫，小儿子在县
城读职校，生活困顿可想而知。龙俊主动把他
家作为“亲帮亲”对象之一：当自来水入户设计
员、“厕所改造”施工员。龙俊还为其读职校的
儿子申请每年2500元的“雨露资金”……

“他对我们，就像亲人。”阳坪村80岁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杨昌珍说起龙俊就哭泣。杨昌珍
与龙俊相处1年多时间。 杨昌珍的儿子常年在
外务工，龙俊每月都要来看她两三次，送米送
油，照顾她的生活，彼此有了母子般的亲情。

村里成了龙俊的家，一年365天，他真正与
家人相聚的时间，不超过7天。

龙俊的儿子龙小丹，在长沙打工；老婆下
岗后帮儿媳料理家务。年初，一家人劝他：快退
休了，回城找个轻松活干干算了。他说：“不行
啊，脱贫攻坚到了决战时刻，越到最后，越要发
扬‘钉钉子精神’。”

“他一直在扶贫路上奔跑。”龙小丹说。5年
来，他跑贫困户、跑项目、跑产业，穿破了14双
跑鞋，踏遍了所驻贫困村的沟沟坎坎……

龙俊走了，但他的故事，仍在被传颂，在猕
猴桃果园里，在鹅群嬉戏的池塘里，在他走过
的每一寸土地上……

———脱贫攻坚先进典型优秀事迹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陈翰飞

10月28日，雨过天晴。衡阳市雁峰区
岳屏镇山林村，数百亩果林，经历风雨洗礼
后更加葱郁。

这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水果大王”邓满
秀家的果园。中秋酥脆枣、猕猴桃、玫瑰茄、
皇帝柑等20多个品种，这里四季都有鲜果
品尝。

这两年，她家新增两条生产线，将新鲜
水果制成果脯和果酒，颇受顾客好评。

事业红火的邓满秀被问及成功秘诀
时，总是笑呵呵地说：“没别的诀窍，就是讲
诚信。”

2009年，国家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火热
推进。有着多年农资销售经验的邓满秀，敏
锐地察觉到这背后的农业前景和商机。于
是， 她来到雁峰区岳屏镇流转荒山600余
亩， 并投入200万元成立衡阳富强果业专
业合作社。

“流转的地全是紫色页岩，除了几根杂
草什么也没有。村民们听说我来开果园，又
好奇又期待。”邓满秀回忆。

看着村民们期盼的眼神， 邓满秀下定
决心， 一定要在这片紫色页岩地上种出最
甜的水果，让大家一起过上“甜”日子！

邓满秀招募七八名村民开始了她的荒
山改造计划。清草、翻土、施肥……整整3个
月时间， 邓满秀将荒山改造成种植蔬果的
样板基地， 并于次年秋天迎来果树的顺利
挂果。

不少村民跃跃欲试， 有的直接加入合
作社， 有的则表示希望能跟着邓满秀一起
种些果树。

乡亲们的信任，让她干劲更足。白天埋
头在果林务农， 记录果树成长的变化与周

期；晚上回家伏案“啃”书，研究品种选育、
科学种植等稳产丰产方法。

2010年底，正当邓满秀踌躇满志的时
候，她却因劳累过度患上脑淤血，导致身体
左侧偏瘫。

邓满秀说，身体患病，无力管理，果园
也入不敷出，每年仅人工、农资成本就达四
五十万元，很快就花光了家中的积蓄。

亲戚朋友都劝她放弃果园，安心养病。
入社的村民和工人们也小心试探邓满秀的
口气，既担心她的身体，又怕她真的放弃果
园。

“我也打过退堂鼓，但一想起当初答应
要带村民们一起致富， 我还是决定咬紧牙
关上。”邓满秀告诉记者，她将自家的房产
做抵押贷款， 给果园的工人和入社的村民
们吃下“定心丸”。

2015年， 邓满秀的身体逐渐恢复，果
园事业又开始红火。

她挑选易于管理栽种的皇帝柑种苗，
免费送给周边贫困户， 并手把手教他们栽
种技术。几年来，她先后向贫困户发放种苗
约1.5万株， 并吸纳156名贫困户和40余名
残疾人来合作社务工或入股分红。

为进一步把水果产业做大， 邓满秀又
研发出原生态果脯、果酒等新产品，并打开
了微商与电商销售等新市场。

事业变宽了、机会变多了，但诚信，邓
满秀始终没能忘。

去年， 邓满秀接到一笔价值数万元的
果脯订单，但客户提了一个附加要求,说果
脯原汁原味，很好吃，但“卖相”不好，希望
加点香精、色素进去。

加了香精、色素，怎么还能说是“原汁
原味”？经过反复协商，客户依然坚持要加，
邓满秀只能拒绝了这笔订单。

还有一次，邓满秀家的一批皇帝柑，因

未及时晾干有些霉变， 正准备销毁处理。这
时，一位客户找到她，表示可以回购那批皇
帝柑，用硫磺熏制“恢复”品貌后，再去市场
可以卖个好价钱。

“即使不赚钱，也不能作假！”邓满秀听后，
当场就把那批皇帝柑全部倒入自家鱼池。

此事之后，邓满秀“认死理”的名声在外，
再没有“投机客”找她，但她的订单却越来
越多，不少是慕名而来的客户。2019年1月，
邓满秀获评诚实守信“湖南好人”。

■点评

10年来，邓满秀把诚信看作她做人的本
分。只因一句承诺，就10年如一日坚持，即使
重病也不退缩。邓满秀把诚信作为她成功的
诀窍，即使不赚钱，也不愿投机取巧。

诚者，可亲；信者，可贵。邓满秀就是凭
着这份诚实守信的品质，赢得了乡亲们的爱
戴，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记者 黄晗 通
讯员 滕霜娟 黄藤） 今天， 省文明办发布
2019年10月“湖南好人榜”，全省共31位群
众身边好人入选。

衡阳公益人谢昭胜，2004年以来助学
行程累计5万公里， 帮助贫困学子110多
名，用爱心温暖了孩子求学路；浏阳92岁

的退伍老英雄甘厚美，数十年来深藏功与
名，不忘初心甘于奉献；郴州“烈火英雄”
易文才，从事消防救援工作以来出入火海
上千次，用春春热血默默守护着一方百姓
的生命财产安全；岳阳华容县万庾镇万庾
村党总支委员张丽容，面对持刀歹徒威胁
毫不畏惧，只身追赶数公里，终将歹徒生

擒；常德安乡县大湖口镇黄田湖村农民高和
平，30多年来无怨无悔地护理照看周边十几
位无血缘关系的老人，在当地树立了助人为
乐、孝敬老人的光辉形象……

10月“湖南好人”榜单中，谢昭胜、黄义
华等9人当选为“助人为乐好人”，张丽容、
毛年兵等6人当选为“见义勇为好人”，甘厚
美、黄锦臣等5人当选为“诚实守信好人”，
易文才、陈艺文等7人当选为“敬业奉献好
人”，高和平、邓志民等4人当选为“孝老爱
亲好人”。

龙俊：

奔跑在扶贫路上

诚信“花”开果满园
———记诚实守信“湖南好人”邓满秀

10月“湖南好人榜”发布
31位群众身边好人入选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邓满秀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