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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山初霁雪峰晴
———洞口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故事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
要想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贫穷的土壤，就必须
给老百姓找到脱贫的“源头活水”，这是洞口
在脱贫攻坚战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好经验。

“源头活水”，是转变思路解难题。 拒绝
“等靠要”，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

流水淙淙、青山巍巍，古老的木屋清秀
幽静，蜿蜒的山道连着万家灯火。

位于雪峰山腹地的月溪镇三溪村，是省
级深度贫困村。2018年被确定为邵阳市财政
局驻村帮扶工作点，莫海波担任队长。

帮扶队员走进三溪村才两天，就有村民
找上门来，“莫队长，我们这里很穷，你们财
政局钱那么多， 应该多给我们带些钱才好
啊。 ”

莫海波回忆，“当时，无论是普通村民还
是党员、组长以及村干部，或多或少有直接
伸手要的观念。 ”

思想观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工
作队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
重要论述后，决定先从扶志开始。

贴近群众，用真心真情换理解。 工作队
及邵阳市财政局 86 名党员干部与 116 户贫
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一次次交流走访，一遍
遍耐心劝导，为他们送去一场场政策宣讲院
落会，一节节种养技术知识培训课。

与此同时，工作队还因地制宜，通过整合
资金、技术培训，发动贫困户种茶叶、种油茶、
种百合，育林、养鸡、养羊。为壮大村集体经济，
工作队在肖家片建立村集体养羊场，买了 100
头种羊，年底收入大概 6万元以上。 村民们都
乐呵呵地说：“我们要发‘羊’财了。 ”

如今，三溪村新的综合服务平台建起来
了，村民活动广场热闹起来了，自来水安装
到各家各户了，水渠硬化了，公路护栏竖起
来了，太阳能路灯也亮起来了。

智随志走、志以智强，“志智双扶”，才能

激发活力，形成合力。 三溪村正在脱贫攻坚
的大道上铿锵前行。

“源头活水”，是因地制宜兴产业。 用心
打理一泓清泉，就能流出财富与幸福。

初秋时节，洞口县桐山乡椒林村田间地
头稻花飘香、蛙鸣蝶舞，一派丰收景象。

椒林村西北角，新建的山泉水厂区一片
忙碌，严柏洪正带领工作人员紧张调试生产
设备，为开业运营做准备。

严柏洪是中国太平洋寿险湖南分公司
驻洞口县椒林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2018年 3
月， 他带领工作队进驻椒林村， 开展为期 3
年的驻村帮扶。

工作队进村后，严柏洪发现村内有两条
溪流，水源稳定，水质甘甜。 严柏洪有了大胆
设想：建一个水厂，为椒林村留下致富源泉。

一年来，他开车行程近 5 万公里，换了 4
条轮胎。 2018年年底冰雪天气，他独自驾车
在悬崖边探路而行， 下坡时刹车突然失灵，
险些坠入深谷。 他数次进出雪峰山，几番与
死神擦肩而过。

梦想终于照进现实。 通过与湖南本土统
一的天然饮用水品牌“沁潇湘”对接，引进投
资，严柏洪推动洞口第一家瓶装水生产企业
落户椒林村。

村民有分红，家门口能就业。 椒林村集
体以水资源入股占该产业项目股份 10%，另
有村民自愿入股 28%。 项目将为村集体带来
长期稳定的收入，还有望为今后康养旅游和
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8月下旬，项目试投产，每小时生产瓶装
水 1.2万瓶。对于椒林村的贫困户来说，这是
真正的“源头活水”。

“源头活水”，是瞅准穷根开良方。 只有
“自我造血”，才能让大树枝繁叶茂。

近日，走进长塘瑶族乡老艾坪村，喜人
的变化展现眼前。

老艾坪村地处雪峰山腹地，是省级深度
贫困村。 2018年，中国水电八局派来扶贫工
作队，驻点老艾坪村。

通过调查了解，扶贫队决定要为老艾坪
村找到脱贫的“源头活水”，那就是要瞅准穷
根开良方。

急群众之所急，抓好基础设施。 先后投
资 200多万元，硬化公路 4.7公里，新修公路
5.4 公里。 七组组长丰保在说：“做梦都没想
到我们组能通公路，脱贫致富有希望了。 ”

与此同时， 扶贫工作队创新发展模式，
开发支柱产业。 在当地开展鸡鸭、蜜蜂养殖，
以及油茶、迷迭香产业的种植。 如今，老艾坪
村已养鸡 6000只、蜜蜂 200 多箱，种植油茶
245亩、迷迭香 23.8亩。“今后这就是老艾坪
村的金山银山。 ”村民们笑着说。

水电八局派驻的扶贫工作队为老艾坪
村开出的治贫良方还有很多：

重视文化教育，注重人才培养。 为长塘
中学添置新课桌和办公桌椅；确保每户都有
一人掌握 1-2 门实用技术；输送贫困青年到
水电八局参加就业技能培训。

开发旅游景点，建设美丽乡村。 投资 80
多万元修建了面积 800 多平方米的“棕包脑
舞”广场，为老艾坪村的公路和院落设立了
20多盏太阳能路灯。

一张张治贫良方开出后，老艾坪村旧貌
换新颜。

这不， 有村民还特地编了几句顺口溜：
村内水泥路，贯穿各组户；摩托车辆嘟嘟响，
日夜不停拉运输；家家户户住新屋，水泥地
板新家具；房前屋后都干净，路边安了夜行
灯；村民积极搞种养，打牌赌博没有了；瑶家
生活多美满，瑶歌唱得更响亮。

“种好‘三棵树’,脱贫能致富!”这是一个
撒颗种子下去，开出幸福花，结出致富果，长
成参天大树的故事。

这颗“种子”，种在山坡，种在林场，种在
互联网，也种在每个人的心上。 当这颗种子
生根、发芽时，“忽如一夜春风至，千树万树
梨花开”。

“千树万树”，首先要确保家家有棵“脱贫
树”。 村社合一，联农扶贫，这条路是走对了。

初冬时节，走进“雪峰蜜橘之乡”洞口
县，随处可见整地、挖穴、施肥的火热场景，
各个专业合作社正抓住冬日“小阳春”的尾
巴栽种优质蜜橘、茶叶和油茶幼苗，栽下脱
贫致富的希望。

“种好‘三棵树’,脱贫能致富!”雪峰街道
木瓜村村民舒春石正在给刚栽种的橘苗施
肥，望着眼前这 4300 余棵长势喜人的橘苗，
舒春石满心欢喜， 这可是该村 47 个贫困户
的“摇钱树”呢。

和木瓜村的蜜橘林交相辉映的场景是，
毓兰镇漫山遍野的油茶林沿山起伏；古楼乡
仙人村新扩的茶园满目青翠。

重塑橘乡名片， 打造联农扶贫双赢模
式；创新村社户联，促进扶贫产业发展；让贫
困户家家都种上“脱贫树”。 种好以蜜橘、茶
叶、油茶为主的三棵“摇钱树”，由“输血型”
扶贫向“造血型”扶贫转变，从根本上解决贫
困户持续增收、稳定脱贫问题，已成该县脱
贫攻坚的共识。

据了解，今年该县计划统筹整合财政涉
农资金 1 亿元，支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种植
雪峰蜜橘、茶叶、油茶脱贫致富。 到 2020 年
扶贫主导产业基地突破 10万亩,实现每个贫
困人口一人一亩“脱贫树”。

雪峰山下处处可见“山外种柑橘、山内

种茶叶、遍地种油茶”的喜人景象，产业扶贫
“三棵树” 已成该县加快脱贫攻坚的一张新
“名片”。

“千树万树”，是要把致富经搬到互联网
上，放大它的价值，让更多人共同致富。

“干笋多少元一包？ ”“山胡椒油好不好
卖？ ”“去年销售额一共多少？ ”8月 29日，邵
阳市委书记龚文密在洞口县大屋瑶族乡青
山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第一站便来到青山
村电商服务站。

当听到去年销售额达到 30 多万元时，
龚文密十分高兴，他指出，建立电商平台，解
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有助于当地农户销售
农副产品，当地党委政府要全力支持电商平
台建设，加强电商培训，帮助农民脱贫增收。

在洞口，像青山村一样，利用电商平台脱
贫致富的村子并非孤例。遍布全县各乡镇电商
服务站，一个名为“农家好伙计”的电商平台，
成了努力脱贫的贫困户们的“好伙计”。

竹市镇棉花村村民尹邦军是因病致贫
而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2016年，村干部帮他
申请成为该村电商服务站的站长以及“农家
好伙计” 承建的洞口县电商扶贫网店的店
主。 他的电商服务站不仅收了农民的东西卖
到城里，还帮农民交水电费、话费，也能帮忙
网购城里的家电等。

“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和“政务
便民”三大功能都实现了，这正是湖南“农家
好伙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龙爱红
所设想的。

4 年来，“农家好伙计”帮助 300 多户贫
困户开设网店， 为近 1000 户贫困户增收近
400万元。

像源头活水一般的“致富经”，正通过互
联网的力量不断放大，持续生长。

“千树万树”， 让脱贫攻坚不再独木难

支，对口帮，社会扶，亲邻至，千树万树开，引
得春风至。

“建议村里尽早规划建立一个农贸市
场，并想方设法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拓宽村
级收入来源……”国庆前夕，接到回乡邀请
的溆浦县县长谢商成如约赶回家乡———洞
口县渣坪乡客溪村，成为该村开展“亲邻回
乡扶志扶智”活动中飞回的“领头雁”之一。

截至目前， 该县共 7700 多人积极参与
行动，累计走访群众 30239户 106947 人，收
集意见建议 1.2万余条， 带动 261 名贫困亲
邻更好就业， 解决实际困难 1967个，113 个
村的基础设施等得到不同程度改善。

今年 4 月，洞口县启动“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以来，发动爱心企业、
社会团体与爱心人士， 大力开展助学扶贫、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电商扶贫、健康扶贫、
捐赠扶贫等，聚集各方力量，形成全社会参
与扶贫新格局。据中国社会扶贫网统计，至 8
月 4 日，洞口在这次活动中共完成爱心帮扶
44503次，占湖南省总量 25%，居全省第一。

“千树万树开，引得春风至”。 对口帮扶，
社会扶持，亲邻回乡扶志扶智，在洞口脱贫
攻坚战的主战场上， 各种力量正在集结，昂
首出发。

从千万党员干部的庄严承诺出发，到为
老百姓脱贫致富寻找源头活水，在广袤大地
上开出千树万树幸福花。

这，就是洞口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故事。

杨博智 陈仕球 欧阳恩雄 谢定局

雪峰东麓，资水上游，洞口这处历

史上曾“西控云贵，东制长衡”的要地，

素来人文荟萃、山川秀美。

跨入新时代，在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的时代号角下，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成为这片土地的庄严承诺。

岁月流转。雪峰山下，一场贫困“歼

灭战”激战正酣。90 万洞口人民在党旗

指引下，攻坚拔寨，可歌可泣。

晓山初霁，攻坚犹酣。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
2015 年 11 月， 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共矜然诺心，各负纵横志。 ”为执行这一国
家意志、履行这一代人的“重要使命”，中华大地
上，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然吹响。

“脱贫攻坚、勇往直前，精准扶贫、不落一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在全县脱贫攻坚
誓师大会上， 洞口县委书记艾方毅带领 1100 余
名县乡村干部向贫困宣战，立下誓言。 他语气坚
定地说，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一个不能打折扣的
庄重承诺，洞口务必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坚定不移地如期完成脱贫任务。

“庄严承诺”，不是一纸空谈，是千万党员的
风雨兼程，夙夜在公。

“老曾，你那个小额贷款贴息的问题，我特意
帮你咨询了，不要有顾虑。 等下一起去参加院落
会吧！ ”7月 28日下午，沿着崎岖的山路，洞口县
县长周乐彬来到长塘瑶族乡双峰村，就他的结对
帮扶对象曾德铁反映的小额贷款贴息问题进行
现场答复。 这已经数不清是周乐彬多少次来到双
峰村了。

双峰村地处雪峰山腹地，全村共有建档立卡
贫困群众 45户、152 人，属省级贫困村。 2017 年
以来，双峰村成为周乐彬的联点村，他的三个结
对帮扶对象就在该村。“院落会”是洞口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的创举。 没有主席台，也没有主持人，就
在村民家的院落内，驻村帮扶干部和群众一起拉
家常，为群众解难题。 院落会后，周乐彬就在村里
住了下来。 这是本月他在双峰村住宿的第三个晚
上。 连日来，他白天马不停蹄忙完县政府的工作
后，晚上又赶到双峰村召开院落会，与党员群众
共话脱贫攻坚。

为了一句庄严承诺，雪峰山下、平溪两岸，随
处可见广大驻村帮扶工作队员、村干部、结对帮
扶责任人与贫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火热
场景。

“庄严承诺”，不是一骑独行，是无数干群的
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要想脱贫致富， 贫困户自身的信念与行动，
才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1984 年出生的刘柏连大学毕业后和丈夫在
广东打工。 2008年，洞口县大力支持返乡大学生
创业，她和丈夫回到老家圈地养鸡，开始创业。

头两年，因为缺少经验，鸡的成活率低。 2011
年 3 月，夫妻俩参加了省扶贫办举办的“扶贫实
用技术培训班”后，他们卖掉了长沙的房子投入
生产，年底就带领 40多户农户增加了 3700 元到
20000元不等的收入。

现在，刘柏连的士山农业在洞口县城拥有门
店加工厨房，还入驻了洞口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在市山村等村拥有 5 个基地，还和洞口县竹
市镇棉花村、 顶上村等 10 个贫困村的 367 户贫
困户展开合作。

市山村马塘组 55 岁的林爱凤是刘柏连合作
的贫困户之一。 她告诉笔者，之前种田一年赚不
到什么钱，现在养鸡一年能有一两万收入。

近两年来， 刘柏连的公司每年有 17 万余只
成鸡上市， 成功带动 1214 名贫困村民实现脱贫
致富。

致富路上不独行。“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
贫奔小康”。 洞口干群正团结一心，为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合力前行。

“庄严承诺”，不会一蹴而就，要滴水穿石地
只争朝夕，久久为功。

金秋九月，洞口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干部欧阳
青平忙得脚不离地。 他每天要对 2个重点贫困村
进行核查，每个村必须入户走访贫困户 10 户、非
贫困户 5户。

为切实补齐短板， 确保高质量脱贫摘帽，洞
口县首创“周调度 + 五过关”制度，集中人员、集
中力量、集中时间，开展脱贫攻坚“百日冲刺”。

从 8 月 24 日开始，洞口县全覆盖调度 24 个
乡镇及“两不愁三保障”、产业扶贫、生态扶贫等
行业部门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通过“周调度”，洞口县委县政府明确要求，
脱贫攻坚工作要达到“人人过关、户户过关、村村
过关、乡乡过关、全县过关”。

前方攻坚战场如火如荼，后方纪律保障也绝
不含糊。 今年以来，洞口县严肃治理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
保障。

攻坚走在前列，纪律挺在前面。“脱贫攻坚”的
庄严承诺不会一蹴而就，必须下滴水穿石之功。

千树万树

庄严承诺

源头活水

� 昔日深度贫困村洞口县罗溪瑶族乡
宝瑶村通过发展旅游扶贫变成了今日最
美特色村。 滕绍忻 摄

工业经济园区的制鞋厂生产流水线。
滕治中 摄

橘农在采摘雪峰蜜橘。 滕治中 摄

该县大力扶持发展木雕、石雕等
特色产业，生产的木雕、墨晶石雕产
品远销国内外。 滕治中 摄

洞口县引导农民大力发展养鸭 、养
鸡等养殖业， 带动了广大群众在家门口
增收致富。 滕治中 摄

古楼乡古楼村易地搬迁安置房。 滕绍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