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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
——记常德市“4+9”乡村振兴示范片建设重点村桃花源汤家山村

6 月 19 日，汤家山
村组织村民开展“迎端
午包粽子 传承非遗文
化 ”活动。 刘飞 摄

■李寒露 莫 婷 唐 潇 舒成刚
青山绿水花草香，暖风熏得游人

醉。初夏时节，我们来到桃花源镇汤
家山村，一幅美丽乡村的画卷跃然眼
前：桃果满林、景色怡人，特色民俗体
验园、休闲农业体验园、生态宜居风
光带游人如织，处处欢声笑语；幸福
屋场旁，村中老人聚在老年日间照料
中心，健身、下棋、阅读，颐养天年；汤
家山村为民服务中心党旗猎猎，来此
开展“乡村振兴”主题党日活动、工会
活动等团队建设的各界人士络绎不
绝。

自2019年被常德市委确定为全
市“4+9”乡村振兴示范片建设重点村
以来，汤家山村按照“党建引领、融合
发展”的理念，努力实现从“美丽乡
村”到“美丽经济”的转变，融合发展
有底气，因地制宜聚财气，宜居宜游
旺人气，文明乡风添喜气，示范建设
取得了可喜成绩。

融合发展有底气
找准定位明确发展方向

毗邻桃花源核心景区，与桃花源
古镇接壤，紧邻秦溪、常吉高速互通，
生态优美的桃花源镇汤家山村，于
2017年被确定为常德市美丽乡村示
范村建设点。通过两年的美丽乡村
示范建设，汤家山村各项基础设施日
臻完善，内生动力得到激发，基层基
础不断夯实。

乡村振兴春风劲，实干兴业谱新
篇。2019年初，汤家山村被明确为常
德市“4+9”乡村振兴示范片建设重点
村。工作如何推进？如何在新的形
势下有所作为，高标准、高质量地完
成建设任务？

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周德睿在桃花源调研时提出，要将
汤家山村等周边4个村“打造成桃花

源核心景区的拓展区、乡村振兴的示
范区、全面小康的样板区和农宅改革
创新试验田”，实现乡村颜值和气质
的升华。他同时要求，要坚持“富规
划、穷建设和留白未来”的理念；要打
造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充分激发
当地群众内生动力；要实现种养、加
工、体验游“齐步走”；要引导更多社
会资源和资本向农业农村转移。

常德市委驻桃花源乡村振兴示
范片汤家山村建设办点工作组进驻
后，在对特色产业、景观景点、乡风民
俗、交通区位等要素进行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核心景区延
伸带、乡村振兴示范区、农宅改革试
验地”的目标定位，围绕产业发展、环
境整治、基层组织建设、规范农房建
管、乡风文明等重点内容，着力推进
乡村振兴示范建设。

一年多来，汤家山村不断地把独
特的生态资源变成产业资源，把紧邻
景区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生
态优先、村景融合发展已成为当地干
部群众的共识和自觉行动。2019年，
汤家山村先后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湖南省
休闲农业集聚发展示范村、常德市级
文明村。

因地制宜聚财气
特色产业铺就振兴之路

在汤家山村，每项个性化产业从
谋划培育到项目落地，都充分体现了
精准、精细、精美。

驻村以来，常德市委驻桃花源乡
村振兴示范片汤家山村建设办点工作
组坚持以支部引路、党员带路、产业铺
路的思路，依托现有资源优势和区位
优势，因地制宜构建“支部搭台、合作社
唱戏、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模
式，“产业+旅游”“农宅+民宿”“公益+

富民”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日渐明晰。
“金丝皇菊口感好、口碑佳，在省

内外十分受欢迎。而品质品相好的
菊花，更能卖个好价钱。”常德市委驻
桃花源乡村振兴示范片汤家山村建
设办点工作组副组长刘飞告诉我们，
汤家山村以天美农业为龙头，以千亩
农业产业园为依托，流转土地 1000
多亩，引导农民种植金丝皇菊，发展
食用花茶加工产业。

浅红淡白间深黄，簇簇新妆阵阵
香。去年秋季，汤家山村500亩菊花
竞相开放，秀丽多姿的外观，幽幽袭
人的清香，引来众多游客“打卡”。这
是汤家山村着力打造集体验、种植、
采摘为一体的农旅综合体，为游客奉
献的一场视觉盛宴。

与金丝皇菊一样惹人垂爱的还
有“菊花宴”。村民李姣说，去年她经
营的农家乐精心推出了菊花鸡、菊花
鱼、菊花炒牛肉、菊花饼等菊花菜肴，
金秋盛花期，农庄每天都有十多桌客
人冲着菊花宴来，带来了不少收益。

菊花为汤家山村打响了品牌，为
老百姓带了收益，更为特色产业拓展
了发展空间。黑米、红薯、百果园
……如今，汤家山村的红薯粉和黑米
已经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口碑和品牌，
销售渠道正在向省外打开；富民农副
产品专业合作社和桃花蜜中蜂养殖
专业合作社先后成立；第一批“百花
蜜”正式上市；擂茶体验中心等富民
项目抓紧建设中。一个集种植、体
验、采摘、观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初步建成，即将喜迎八方宾客。

通过景区引流，越来越多的游客
在汤家山村跨界交流、碰撞灵感，把
桃花源的田园之美引入现代生活，把
汤家山“桑竹之属”的传统农耕，因
地制宜地勾勒出更多乐见乐享的生
活图景，聚集财气，兴了产业。

宜居宜游旺人气
党建引领勾勒秀美画卷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
风。初夏时节，万物生长繁荣。汤家
山村围山渠沿线绿树成荫、鲜花成
行、楼房成排，行走其中满是惬意和
舒适。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实
际问题，一件一件抓落实，努力让群众
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这是驻村办点

工作组和汤家山村村支两委的情怀所
在，更是使命所系。

汤家山村党总支书记张贵平告
诉我们，一年多来，村支两委包组、党
员包户，设立党员绿化养护岗，全面
完成了农宅“改扩翻”；完成绿色庭院
提质改造 120 多户，道路绿化 2.5 公
里，沟渠清淤硬化和生态护坡 3.4 公
里，修缮跨渠桥梁 13 座，拆违 120 多
处 。 与 此 同 时 ，下 发 分 类 垃 圾 桶
2000 多个，村组干道垃圾分类处理
收集站已全部建成；他们探索延伸村
级物业服务，向农户象征性收取“物
业费”，物业公司上户收集分类垃圾；
由党员牵头成立的爱卫协会每月开
展卫生评比。这些举措，让村里的公
共区域清扫保洁有了保障，也引导了
村民健康生态的生活习惯。

张贵平自豪地说，村容村貌的显
著变化，引得慕名前来学习交流的人
员络绎不绝，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全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暨美丽乡村建设
业务培训班的300多名学员，得到的
好评如潮。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村里
紧紧抓住全省农宅合作社改革试点
契机，发放了全省第一本农宅三权分
置使用权证（即“一宅三证”），归园居
农宅合作社应运而生。同时，村里以

“一带三园”为载体，创新乡村旅游
“私人订制”新模式，大力发展精品主
题民宿，取得了良好效益。

“家乡环境好了，游玩项目多了，
城里人争着来，我这 10 间房的小客
栈，月均收入上万元。”从广东返乡经
营民宿的尚方客栈店主郑朋说。截
至目前，汤家山村共有主题民宿 10
多家，房间85 间，农家乐近20 家，年
接待游客达5万人以上。

我们欣喜地看到，汤家山村努力
探索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
康管理转变之路，让“一宅三证”“一
带三园”与环境整治、村景融合发展
互促互进、相得益彰。宜居宜游旺人
气，演绎着从“美丽乡村”走向“美丽
经济”的汤家山样本。

文明乡风添喜气
共建共享推进治理见成效

乡风文明是一棵大树，根深方能
叶茂，叶茂才能花香。

我们在汤家山村爱心积分超市

看到，货架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
品。常德市委驻村办点工作组成员
周翔告诉我们，村民的庭院卫生被
评为优秀，村民参与村级公益劳动、
做好人好事，都可以获得积分。凭
借积分，大家可以在“超市”里消费

“购物”。“用行动换积分，用积分换
商品”的“爱心积分超市”，把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遵纪守法、移风易俗、
社会公德、集体观念等涉及农村治
理的自治、德治、法治结合起来，目
前正被打造成一个多功能的公益平
台，一个村民乐于参与、共建共享的
平台。

据周翔介绍，汤家山村近年先后
谋划了农民春晚、广场舞大赛、龙舟
赛、文化惠民演出等一系列文化活
动。同时，村里先后完成了村民文化
广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围山渠内
部道路硬化美化等建设；启动了农旅
综合体和幸福屋场项目建设；举办了
送戏下乡、趣味运动会、乡村旅游培
训班等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以及

“家风家训我来晒”等特色活动，引导
村民推进移风易俗、改进生活方式、
提高生活质量。

发展中流击水，任务千头万绪，
挑战无处不在。常德市委驻桃花源
乡村振兴示范片汤家山村建设办点
工作组和汤家山村支两委表示，他
们将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多措并举，
继续探索推进景村融合模式、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始
终不渝的信念、持之以恒的奋斗、来
之不易的成绩，与汤家山村的广大
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汤家山村为民服务中心，一个集办公、会务、销售、餐饮、文娱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 唐凡 摄

“早在人类出
现之前，居住并统
治地球的是恐龙，
当时地球环境很
好。恐龙在同学
们心中是自然环
境的守卫者。我
们由此创作了恐
龙造型的垃圾桶，
希望它可爱的造
型能唤起人类保
护地球环境的初
心。”6 月 18 日，常
德财经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筹）旅
外 1901 班学生代
彭得知自己突发
奇想设计的垃圾
桶，在 DIY 环保垃
圾桶比赛中脱颖
而出排名第一，特
别开心。

随 着 垃 圾 分
类的推进，该院旅
游系自 5 月以来，
率先开展“垃圾分
类齐参与、人人动
手美校园”活动，
通过“垃圾分类小
调查”“垃圾分类
小讲堂”“垃圾分
类我最行”游戏和
环保垃圾箱设计
展示等活动，让学
生们参与到生活
垃圾分类之中，寓
教于乐培养学生
垃圾分类习惯。

这 类 文 明 素
养教育已经渗透
在该院学校教育
和校园生活的各
个领域，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滋
润着学生们的心
田。

近年来，常德财经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紧紧围绕立德树人，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校园文化建设、规章
制度建设、育人环境建设，着力提高广大
师生的文明素养，在全校形成崇尚文明、
爱岗敬业、勤奋好学、争先创优的良好风
尚，使学院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示范窗口。该校以创建全国文明校园
为契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
堂教学和校园文化生活的各个环节，重
点开展理想信念、诚信守法、文明礼仪教
育，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一个人的文明素质展现在一言一行
之中，没有礼貌和素养就像没有窗户的
房子。该校重点规范师生日常行为，及
时发现并纠正校园不文明现象，倡导文
明风尚。组织开展“光盘行动”文明就餐
活动和节水节电宣传教育活动，建设节
约型校园。组织开展“文明处室”、“文明
系（部）”、“文明教研组”、“文明班级”和

“文明寝室”等创建活动，引导师生自觉
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今，该院校
园秩序井然，教室窗明几净，寝室整洁清
爽，公共区域不见垃圾。对于这种文明
行为的养成，财经商贸系电会1804班学
生张霞感触颇深：“学校对学生行为管理
十分严格，寝室垃圾及时清理，教室、寝
室不能带零食，这些规范促使我们养成
了良好的行为习惯。举手投足见文明，
这些素质的培养，为我们以后走向社会
积攒了一笔无形的财富。”

（姜鸿丽 李德珑）

6月18日，永州市蓝山县皮具箱包科
技产业园盛远皮具项目建设工地机械轰
鸣、尘土飞扬，工人顶着烈日挥汗如雨进行
施工作业。当天，该县盛远皮具、恒晟皮
具、德政路建设项目等6大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总投资12亿元。

盛远皮具和恒晟皮具项目是蓝山对
接粤港澳大湾区、承接皮具箱包产业转移
的重点项目，总投资分别为 1 亿元，将建
设标准厂房、办公楼、产品仓库及相关配
套设施，有望实现皮具设计、生产加工、电
商销售一条龙。德政路建设项目位于蓝

山皮具箱包科技产业园内，总投资 2 亿
元，是该县推动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
治的重点项目，将加快推动蓝山工业园区
形成六纵六横的交通路网，为皮具箱包和
玩具产业发展打造方便快捷的物流运输
通道。

今年，该县安排重点项目105个，总投
资435.36亿元。1至5月完成市重点项目
投资 19.71 亿元、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11.91 亿元，分别占年度计划的 45.84%、
39.04%。

（杨雄春 黄小军）

“路通了，出村卖货方便多了。”6月19
日，在永州市蓝山县荆竹瑶族乡新寨村村
口，挖掘机、压路机来回穿梭，新寨村通村
公路损毁路段改道施工进行得热火朝天。
看着崭新的村道渐渐成形，该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赵远福笑容满面。

近日，因连续降雨和山体滑坡，新寨村
通村公路被冲毁194米，车辆进出困难，村

民的山货运不出，只能干着急。该村扶贫
帮扶后盾单位县委宣传部牵头，结合交通
问题顽瘴痼疾整治，联系交通运输等部门
抢修村道。经实地勘察，决定对损毁路段
实行改道，在原路段右侧新修一段 261 米
的通村公路，并从县扶贫办争取30余万元
项目资金。目前，新寨村改道路段已完成
路基平整和压实，接着将进一步压实路基

和进行水泥硬化。
路通了，村民笑了。新寨村贫困户赵

永晴在山上放养了 100 多只山羊，道路冲
毁后一度无法发货外销。“路一通起，马上
就有客户联系我下订单，通村路成了致富
路。”村道拉通后，赵永晴的生态羊供不应
求。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新寨村50多户
像赵永晴一样的贫困户走上了脱贫致富的
快车道。

（杨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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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6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12亿元

蓝山：打通瑶乡路 出村不再难

6月19日，在慈利县甘堰土家族乡金
桂村，一场特殊的资金退还群众现场会在
村级综合服务中心举行，金桂村118户农
户拿回了林地林木转让费94933.8元。现
场会上，村民一个个地核对、签字，拿到了
属于自己的林地林木转让费。

这笔钱为何要退还给村民？是因为
2014年，原金岩村村支书将农户未发放的
林地林木转让费94933.8元用于本村道路
硬化工程，并未发放给农户，其中包括31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经慈利县纪委监委调查，
出现此情况是因为村干部擅自将涉贫项目
资金挪作他用，直接影响了农户甚至是贫困
户的利益。对此，县纪委监委对相关人员立

案查处并现场退还了未发放款项。
今年以来，慈利县把推进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作为今年工作重
中之重，坚决杜绝把扶贫资金挪做他用的
作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脱贫攻坚
重点短板弱项，紧扣农村基础设施、产业
扶贫、易地扶贫搬迁以及饮水安全等9个
重点领域，结合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突
出问题进行专题治理。

据统计，慈利县共发现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线索42条，受理举报77件，立
案35件，查处63人，追缴违纪资金146.599
万元，其中退还群众资金12.4万元。

（黄莉莉 吴 凡）

慈利：群众的扶贫款“失而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