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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向紫堇 何蔚

4月12日，暖意融融。湖南利佳
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蔬菜种
植基地里，湘潭市岳塘区荷塘街道正
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袁科云戴着草
帽，穿着套鞋，双腿陷在土里，用力挥
舞耙子，与村民一道平整土地。

“架子也搭好了，等盖上薄膜，插
上丝瓜苗，再过两个多月，这 6 亩地
就有满藤的丝瓜了！”袁科云难掩兴
奋。

利佳农业是一家集蔬菜、水果、
渔业养殖等于一体的生态农业公司，
成立于2012年。公司负责人谭利人
骄傲地告诉记者：“2018 年只有 10
户贫困户在这里工作，现在已经吸纳
了403户。脱贫奔小康，也有我们的
一份力量！”

岳塘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已于
2015年全部脱贫。如何巩固脱贫成
果，增强贫困户内生动力？2018年，
岳塘区将利佳农业设为区产业扶贫
基地，为其注入扶贫资金，吸纳贫困
户到这里工作。

刚开始，这条路走得并不顺畅。
一些贫困户在背后议论：“为什么不
直接发扶贫资金？企业是不是收了
政府的‘好处’？”

为了打消疑虑，正江村选择10户
贫困户作为试点，安排他们先到基地
工作，让村里其他贫困户“看热闹”。

邓伟就是试点户之一，父亲过世
早，母亲患严重精神分裂症，养家、照
顾母亲全落在邓伟一个人身上。

“母亲离不开我，能在家门口工
作，是最好不过的了。”2018 年下半

年，邓伟到利佳农业上班，主要负责
蔬菜的日常打理。“当年就发了近
5000元，年底还分红。”尝到甜头的
邓伟很欣喜，他主动化身宣传员，将
自己的收获告诉其他贫困户。

“原来收入高了这么多啊，这事
搞得！”试点取得成效后，正江村 99
户脱贫户全部成了利佳农业产业扶
贫对象,大家干事的积极性很高。随
着基地名声越来越大，隔壁的清水、
五爱等村的贫困户也纷纷申请加
入。现在，利佳农业不仅与荷塘街道
403户贫困户签订了产业帮扶协议，
还在清水村流转了70多亩土地养殖
家禽。

“以前连买瓶酱油都要考虑，现在
总算实现了‘吃肉的自由’，贫困户的

‘帽子’终于甩掉了！”邓伟欣慰地说。
他相信,只要手脚勤，致富就能行！

与邓伟一样，清水村贫困户许德
春也搭上产业扶贫“顺风车”。脱贫
以后，许德春每天起早贪黑，在政府
帮助下因地制宜养鸡，日子一天比一
天红火。

生活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去
年，谭利人在一次偶然走访中结识了
许德春，被他的勤劳、踏实打动，决心
帮他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
梦想。谭利人将公司在清水村流转
的土地中圈出 20 亩，免费租给许德
春喂养芦花鸡，目前正在加紧建设库
房、厂房等。

“我们已经订了 4000 只鸡苗，
月底厂房完成建设就可以养了。”谭
利人说，许德春将芦花鸡以 52 元每
公斤的价格卖给利佳农业，公司再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打开芦花
鸡销售市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周雁玲 李春姣

4月11日一大早，雨后初霁，永
州市冷水滩区花桥街镇秀井头村，绿
油油的青蒿点缀田间。

村民周顺羊手挥锄头在田间松
土，他高兴地对记者说，没想到，不起
眼的青蒿竟能帮自己脱贫摘帽。

秀井头村位置偏远，严重缺水，
2014年评定为省级贫困村。村民们
曾自发种植过不少经济作物，都因为
缺水、不易贮藏等原因而失败。

2015年，冷水滩区纪委与农机、
公路、信访等部门联系该村扶贫攻
坚，经过反复考察，决定发展耐旱、易
贮藏的青蒿。

刚开始，有不少村民反对：山前
路边青蒿随处可见，这也有人收购？
青蒿不能当饭吃，人家不收了怎么
办？

驻村扶贫工作队反复向大家解

释，青蒿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可用
于提取青蒿素。还邀请医药企业负
责人到村里，与村民们面对面签订收
购合同，承诺由公司提供种苗、技术，
保底价收购。

贫困村民周顺羊试着种了 2 亩
青蒿。青蒿对肥水要求低，易种植，
成活率高，也容易管理。晒干后的青
蒿可以长时间保管。当年，周顺羊获
纯利近6000元。

驻村扶贫工作队还介绍周顺羊
利用空闲时间到附近扶贫车间务工，
收入稳定。到年底一算账，纯收入1
万多元，超过了脱贫标准，他兴奋地
找到村支两委，主动递交了脱贫申请
书。

这几年，周顺羊每年种植5亩青蒿，
收入年年增长。与周顺羊一样，贫困村
民周顺彪、周顺发、刘松福等也纷纷通过
种植青蒿脱贫摘帽。全村在2018年整
村脱贫出列。目前，全村共种植青蒿
265亩，其中贫困户种植172亩。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鲁
融冰 通讯员 张麒 罗雅慧）4 月 13
日清早，桃源县青林回维乡莫南回维
村村民黄为新带着扫帚撮箕出了
门。前不久，他被聘为村里的保洁
员。“这下既能顾家又能挣钱，我一定
会好好干，让家园保持干净卫生。”得
到这份工作，黄为新格外高兴。

黄为新今年 42 岁，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他的父母年老体衰，妻子身
患尿毒症，两个儿子正在读书，家里

的开支全靠他在外务工的收入维
持。因疫情滞留在家，黄为新向上门
宣传的劳保专干提出就近就业的想
法。考虑到他家的实际困难，村里根
据相关政策，很快为他落实了保洁员
的公益性岗位。

为确保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
不误”，常德就业服务机构多措并举，
充分发挥劳保专干、劳务经纪人、就
业扶贫攻坚小分队的作用，转“人找
政策”为“政策找人”，通过摸排、组

织、宣传、人员“四个到位”措施，掌握
辖区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优先在
市内企业、扶贫车间、扶贫基地和公
益性岗位就近就地安置；对因疫情影
响返岗的贫困劳动力，实行“点对点”
送达服务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截至目前，全市贫困劳动力已实
现就业10万余人；83家扶贫车间及
55 家扶贫基地全部开工，吸纳 1752
名贫困劳动力就业；组织专车、专列
输出贫困劳动力6962人。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唐曦 通讯
员 曹富蓉 杨明涛）“多亏了扶贫车间，家门口
就能找到工作，还方便照顾家里。”4月13日，在
耒阳市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创业园的首个扶贫
车间里，刚上班3天的贫困户黄术兰正在生产
流水线上认真作业。

黄术兰是耒阳市长坪乡泰源村的一名贫困
户。因家庭成员病残致贫。为维持家庭生计，
他早年一直在外省务工。今年受疫情影响，加
之需要照顾家人，黄术兰选择在本地就业。他
听说家附近的耒阳市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园的
湖南同乐堡实业有限公司，开设了一个扶贫车
间，优先招募贫困户用工，便主动报名成为其中
一员。黄术兰告诉记者，他现在做的是普工，干
一些比较轻松的活，一个月工资有5000余元，
他非常满意这份工作。

今年来，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耒阳市在做
好疫情防控和全面复工复产工作同时，对全市
乡镇进行摸底排查和乡镇企业的对点联系，通
过开展“春风行动”“扶贫车间”等系列活动，积
极吸纳本地乡村劳动力和贫困劳动力“家门口”
就业，促进贫困户稳定增收。

截至3月底，耒阳市共有就业扶贫车间22
个，吸纳就业624人，其中204人为贫困劳动力。

精准扶贫在三湘

甩掉贫困“帽子”实现“吃肉自由”
——湘潭市岳塘区产业扶贫基地见闻

不起眼的青蒿 脱贫致富“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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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曾振华 邹坚

“本该安享晚年，他却把所有心
血倾注在救助困难学生上！”4 月11
日，娄底市娄星区关工委名誉主任李
楚斌的办公室里，李楚斌的儿子李健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拿出 12 本厚厚
的扶贫助学记事本，不禁潸然泪下。

工整的字迹，一丝不苟。从会议
记录到调研思考，从往来书信到照片
表格，留下了李楚斌对教育事业的浓
浓真情和深深思考。

“不让一个贫困孩子掉队！”这是

李楚斌生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1996年，从娄星区政协主席岗位退

休后，李楚斌倾尽心血，努力帮助贫困学
生完成学业，先后被评为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工作者、全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等。今年3
月23日，李楚斌因病去世，享年88岁。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名片】
陈正，1991年生，蓝山县塔峰镇

高阳村9组村民，现任蓝山县正美园
艺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 年 7 月在
深圳学习花卉种植、养护，2015年在
家乡流转土地，种植紫薇、欧洲月季
等花卉46亩，带动105户贫困户入股
种植鲜花增收。

【故事】
4月12日，阳光正好。蓝山县工

业大道一家幼儿园内，带着工人种植
花卉的90后陈正的额头上渗满细密
的汗珠。身后，一排排新栽的紫薇花
苗姿态秀丽、随风摇曳。

这些天，陈正忙着给客户送花卉
苗木，上门做绿化，急着把遭受的损
失补回来。

陈正是蓝山县正美园艺有限公
司总经理。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让
他损失不小，今年春节前精心筹划的
元宵花展草草收场，1000 多盆鲜花

盆栽滞销。
面对困境，陈正没有坐等，而是

瞅准“宅经济”机遇，招募80多名“微
信小助手”在朋友圈销售花卉，挽回
损失近4万元。

陈正的“护花”事业，起步于
2013年。当时正在深圳学习建筑景
观设计的他，被深港花卉中心一盆盆
娇艳多姿的花卉吸引，决定改行学习
花卉种植和养护。

2014 年底，学有所成的陈正回
到蓝山县塔峰镇高阳村，开始试种紫
薇花。花开之日，2亩艳丽的紫薇花
赏心悦目，1000多名游客不请自来，
让陈正收获了信心。

陈正趁热打铁，投入15万元，种
植紫薇花、欧洲月季花40亩。2018
年夏季，他举办的高阳村首届美丽乡
村观光旅游节大获成功，吸引1万余
名游客逛花海、游乡村。陈正也因此
被推选为永州市农村年青致富带头
人协会副会长。

光靠赏花经济，收入毕竟有限，
陈正决定开展多种经营。2019年1
月，陈正从深圳拉回5000多盆鲜花
盆栽，举办高阳村年宵花展，花展首
日卖了3.5万元。同时，陈正还为多
家景区和农庄提供花卉设计、管理服
务，当年收入200多万元。

眼下，陈正的花卉基地里，3 万
株紫薇花和欧洲月季花苗吐出了新
芽。20 多名村民常年在基地种花、
修枝、除草，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10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入股种花，每
年可领取不低于8%的股金分红。

陈正打算今年举办夏季花卉
节，把沿海花卉批发市场“搬”到蓝
山，带领更多村民发展花卉产业致
富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黎治国

“看着这么多的订单不断涌来，
我养鸡创业的信心更足了。”4 月 13
日，桑植县上洞街乡陈家院村养鸡能
手向左涛，一边笑呵呵地数着卖土鸡
蛋得来的钱，一边对他的结对帮扶干
部道谢。

“他是典型的人穷志不穷，这不，
靠着自己的勤劳肯干摘掉了‘穷帽’。”
随行的桑植县科工局结对帮扶干部
谷小凡告诉记者，向左涛 2014 年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帮扶干部和
第一书记拿出县乡制定的脱贫菜单
供他选择，并提出最适宜他的脱贫方
案，最终，养殖成了向左涛脱贫致富
的“法宝”。

“咱有胳膊有腿，还有一膀子力
气，当贫困户，实在丢人。”拿到方案
后，向左涛暗下决心，一定要摘掉贫困
帽。于是，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通过
看书、调查、网上查阅等多种渠道，积
累掌握了养殖理论，并在党委政府和
村支两委干部帮助下，于2017年底成
功贷出产业扶贫无息贷款3万元。

2018年2月，向左涛买了200只
鸡苗，采用山林放养的方式养殖，开
始了他的试验阶段。为节约成本，他
自学疫苗技术，经常过着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的养鸡生活，仅这批鸡养殖就
收获近2万元。下半年，尝到甜头后
的向左涛赶紧新搭了 100 平方米的
鸡棚，购买了 500 只鸡和 600 只洋
鸭，在他的呵护下，鸡鸭们茁壮成长，
2018年收入达7万元，不仅摘掉了贫

困帽，还稳步踏上致富路。
“他家养的鸡鸭不仅品质好，蛋

白质含量也高。”向左涛的鸡鸭多为
林下散养，肉质胜过其他品种，周边
众多消费者经常慕名登门抢购，连土
鸡蛋也被订售一空。“收入直逼14万
元，还被评上‘脱贫之星’，我终于把
贫困狠狠地甩到了脑后。”向左涛坦
言，当得知2019年的收入时，幸福的
眼泪已溢满双眼。

“通村公路硬化了，扶贫政策又这
么好，今年计划再养2000只鸡，1000
只水鸭，还要把养殖技术传授给乡亲
们！”浑身带劲的向左涛边谈规划，边
拿起刚自制好的饲料走向鸡棚……听
闻动静，远处山林散养的鸡鸭们扑腾
着翅膀飞奔而来，围在他脚边欢快地
啄食，平静的鸡棚又热闹起来了。

陈正：

“致富花”吐新芽

记者在一个磨破皮的记事本中，
找到 10 多张捐资助学收据，资助对
象为谢波。

2002 年下学期开学，李楚斌到
原小碧乡开展捐资助学，碰上 10 岁
的谢波因交不起学费在校门口徘
徊。李楚斌安慰孩子：“我来帮你，以
后都由我来交。”

李楚斌拿出自己的养老金资助
谢波，直到她高中毕业，考上太原师
范学院。谢波在大学期间，李楚斌又
联系一位爱心人士资助她，直至大学
毕业。18 年后，谢波回家乡当了初
中老师。

“是李爷爷帮我改变了命运，我
希望自己也能为发展教育事业做一
点贡献。”谢波动情地说。

娄星区共有中小学校 97 所，中
小学生近7万人，前些年,该区还有不少
学生因家庭贫困上不起学。每次到学
校走访，李楚斌都会叮嘱各学校校长：

“学生上学有困难，来找我李楚斌。”
2018 年 1 月，李楚斌身患重病

住院，还一直放心不下水洞底镇双胞
胎兄弟李镇宇、李皓宇。兄弟俩的父
亲因车祸去世，母亲出走，兄弟俩靠
65岁的奶奶抚养。2017年，娄星区
关心下一代基金开始资助兄弟俩读
书。“李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生活费的
事情不用担心，他会给我们想办法，
希望我们好好学习，照顾好奶奶。”李
镇宇说。

“帮一个贫困生，就是帮一个贫
困家庭！”24 年来，李楚斌一有空就

去家访，详细了解贫困生家庭情况，
先后资助10多名学生完成学业。

李楚斌的扶贫助学记事本中珍
藏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留守儿童李
梦真与远方的妈妈和弟弟进行视
频。在一次基层调研中，李楚斌发现
石井镇河北小学留守儿童很多，问题
不少，便决定在该校开展关爱留守儿
童健康成长课题研究，并向社会募集
25万元关爱基金，开展扶贫助学、心
理辅导等公益项目。

李楚斌对贫困生的爱，落在生活
细微处。“他做起事来比谁都细心。”
石井镇河北小学校长黄燕说，李楚斌
经常给孩子作励志讲座，一次次来学
校指导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和扶贫助
学工作。

“上学有困难，找我李楚斌”

去年8月22日，娄星区举行“励
志圆梦”奖学助学活动，资助贫困大
学生 286 人，奖励和资助总金额达
105.2万元。

以往奖学助学活动，李楚斌会早
早来到现场，和孩子们谈谈心。可这
天，他不得不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
还一再嘱咐同事，要保质保量完成奖
学助学计划。

为了给贫困学生筹集费用，李楚

斌经常登门向部门单位、爱心企业求
助，但关心下一代基金仍是僧多粥
少。“一些单位分散作战，交叉捐助，
影响了资助效果，李楚斌很焦虑。”娄
星区关工委主任梁胜初谈起这件事，
印象深刻。

“不让一个贫困孩子掉队！”在李
楚斌倡议下，2012 年娄星区对扶贫
助学活动进行整合，取名为娄星区

“励志圆梦”助学计划，由区关工委牵

头，负责全区各单位扶贫助学协调配
合和综合开展工作。此后，每年8月
下旬，“励志圆梦”助学活动成为常
态，助学工作从“独唱”转型为“大合
唱”。

目前，娄星区关心下一代基金已
从最初86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累
计资助贫困学生1.2万余人次，总金
额近 500 万元，并建了 68 所家长学
校。

助学从“独唱”到“大合唱”

“我要像李爷爷一样，奉献自己
的光和热，哪怕只能照亮一个角落。”
谢波说。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清明节期
间，娄星区受资助的学生采取各种方
式纪念李楚斌，并开通“清明祭‘李’”
留言缅怀。

“逢年过节，不少受到资助的

孩子会给我父亲打电话、发短信。
孩子快乐健康成长，是父亲最大的
心愿。”李健告诉记者，父亲总说
自 己 虽 已 退 休 ，但“ 作 为 共 产 党
员，是没有退休年龄的”，要在有
生之年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
作。

“争取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

能够向党组织说一声，我没有背离
入党誓言，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
员。”在娄星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先进事迹巡回宣讲中，
李楚斌扶贫助学的故事令人动容。
参加宣讲的周霜告诉记者：“李楚斌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牵挂的依然是
贫困学生。”

“共产党员，是没有退休年龄的”

湖南日报4月 13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许德军）“我现在担任课长，每月工资4000
多元，妻子做普工也有3000多元，除了治病买
药、家里日常开销，每月还能存点钱！”4 月 10
日，从湘建鞋业公司领到第一笔工资，临湘市羊
楼司镇明星村已脱贫对象孟宪忠开心地说。

湘建鞋业公司是一家国际知名品牌运动鞋
的代工企业，2019 年开设就业扶贫车间，成为
省级就业扶贫基地。

近年来，临湘市大力扶持扶贫基地（扶贫车
间）建设，依托扶贫车间带动贫困劳动力就地就
业，先后有湘建鞋业公司、众鑫竹业公司、山河
川钓具公司等7家企业建成就业扶贫车间。该
市对就业扶贫车间予以岗位补贴、社保补贴、以
工代训补贴等支持，对安排贫困劳动稳定就业
1年以上的，给予企业3000元/人的奖励。

“家人患病需要长年照顾，孩子年幼需要
日常照看，很多贫困对象无法外出务工，不能
外出务工又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有了扶贫
车间的就近就业扶贫岗位，这些问题都迎刃而
解。”该市人社局负责人邓寒屏告诉记者，扶贫
车间已成为贫困家庭稳定脱贫的最大“靠
山”。目前，临湘市 7 家扶贫车间已全部复工
复产，共容纳84位贫困劳动力就业，其中未脱
贫对象16人。

耒阳：扶贫车间
促家门口就业

22个扶贫车间，吸纳就业624人

临湘：扶贫车间
成稳定脱贫靠山

4月13日，宁远县九嶷山瑶族乡新塘村，村民在火龙果基地施有机肥。近年，该村以“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模
式，发展葡萄、火龙果、柑橘等扶贫产业，村里382名贫困人口依托产业脱贫。 乐水旺 摄

产业助脱贫

常德“政策找人”助贫困劳动力就业

养鸡养鸭奔富路

陈正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