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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尽锐出战拔穷根

“黑山羊放养吃草要注意时间，早
上有露水不能去，羊吃了容易得病，中
午太热也不适合，放羊要到下午两点
半以后，这个时间最好。”谁也想不到，
说到养羊头头是道的许正国，6年前是
位因脑溢血生活无法自理，家中一贫
如洗的贫困户。“要不是党和政府的关
怀，有健康扶贫的好政策，我哪有如今
的好日子哟！”许正国告诉笔者，脑溢
血后，在党委政府和脱贫攻坚驻村工
作队的关心下，他积极配合治疗，身体
基本恢复。2015 年开始，他潜心学习
养殖技术，目前，他的黑山羊已从最初
工作队送来的 5 只发展到 50 多只，每
年的收入有两三万元，成为了名副其
实的“羊老倌”。这几年，不仅收入增
加，还搬进新房，许正国对生活充满了
信心。

在草坪镇，像许正国这样的贫困
户还有 2082 人，他们都顺利脱贫，走
上致富之路。

“让乡亲们脱贫致富，一直是我们
这些年日夜思考并为之奋斗的头等大
事。精准扶贫，产业是根本。我们千
方百计抓产业扶贫，以特色农业为核
心，以铁的纪律为保障，做好‘四万亩
山、四万亩田’的大文章。”草坪镇党委
书记杨国军说。

现在草坪镇各村都成立了自己的
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形式，与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以直接
分红、解决就业等方式带动大部分贫困
人口就业，增收效果明显。目前，优质
稻推广面积已近3万亩，建立了两个千
亩油茶新造示范基地。孔雀、乌龟、稻
虾、稻蛙、火龙果、黄桃等特色产业初具
规模。2019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超

过18000元，30%的家庭有了小汽车。
草坪镇教门冲村曾是贫困发生率

超过 50%的省级贫困村，这几年通过
产业带动，顺利摘除了贫困的帽子，被
评为全省脱贫攻坚示范村；三角堆村
成立了一个公司、三个合作社，发展了
火龙果、优质稻、黄花菜等一批特色产
业，不仅顺利实现了脱贫，2019年的村
集体收入还超过了50万元。

化蝶：美丽乡村入画来

“层林玉宇揽春华，喜鹊频临百姓
家。美苑放鸢追彩蝶，深潭游鲤戏龙
虾。”这是常德诗词学会副会长周则强
看到草坪镇的变化与美景后，有感而
发写下的《生态文明赞》。

作为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人
居环境整治试点乡镇，草坪镇以“三面
五清”为突破口，用制定目标、动员部
署、办点示范、集中整治、建立机制“五
步工作法”推动人居环境整治，村容村
貌显著提升。大力推进全域美丽乡村

“二十大行动”，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发
生明显变化。特别是幸福屋场的建
设，为老百姓茶余饭后休闲娱乐提供
了去处，更多的百姓从麻将桌转向乡
村大舞台，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正如
81岁的渔鼓艺人张桃初唱道，“环境整
治最重要，垃圾要分类，物品堆码好，
少去麻将馆，常把卫生搞，待到美丽乡
村建成时，谁不说俺草坪美，家乡好
……”

“女儿，今天你回来一趟，帮家里
把卫生搞一下，明天村里要搞卫生评
比了，我家可不能丢分啦！”6月 23日，
放羊坪村的陈大爷一早就打通了女儿
的电话。根据爱卫协会的规定，每月
的23日是村里的卫生评比日。“可别小
看这个卫生评比，它可关系到我们家

庭的荣誉，再说，我们也不能给村里抹
黑。”陈大爷说，因为重感冒身体不舒
服，但为了保证家里干干净净迎检，他
只好把嫁到桃源的女儿喊回来，帮忙
大扫除。

人居环境整治，群众是主体。和陈
大爷一样，草坪老百姓都积极参与到人
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中来。

草坪镇各村都成立爱卫协会，每
个村配备了 3-5名能吃苦的专职保洁
员，专门负责本辖区卫生。建立健全

“户分类、村收集、镇集中、区清运处
理”垃圾清运模式，基本实现了农村垃
圾日产日清。坚持一月一考评，一季
一奖惩，镇财政每年拿出 20 万元，用
于评比奖励。镇里考核到村，村里考
核到组，组里考核到农户，通过一级一
级评，极大激发了群众的参与意识与
热情。大力开展“引老乡、回故乡、建
家乡”活动，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截至目前，全镇各类建设项目筹
资筹劳已超过3000万元。

高飞：魅力草坪誉三湘

“各就位，预备，开始！”随着裁判
一声哨响，一场别开生面的稻田拔河
赛开始了！双方参赛选手瞬间以排山
倒海之势向后倒去，观众席上的加油
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全场气氛瞬间达到顶点！最终胜出的
一方摔得人仰马翻，满身是泥，逗得在
场的观众捧腹大笑。

这边的拔河刚刚结束，另一边的
稻田障碍马拉松比赛又开始了。参赛
选手深一脚浅一脚的在田埂上奔驰
着，伴着稻谷的清香，混着泥土的味
道，在助威声、加油声中，享受着大自
然的奇妙，收获无穷的快乐。

不同的人员、相同的场景、同样的
欢乐每天都在草坪镇杜鹃湖景区上演。

绿水青山是大自然馈赠给草坪的
宝贵财富。随着环境的改善，草坪乘

势而上，发挥近郊优势，大力推进农旅
融合，发展乡村旅游，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城里人来此休闲度假。今年来，草
坪镇投入 1000多万元，修建了游客接
待中心、农耕文化展示区、农耕文化体
验区；成立杜鹃湖文化旅游公司，采取

“旅游+文化”、“旅游+工会 ”、“旅游+
党建”等形式吸引游客超过万人，游客
接待中心开业仅两个月，收入接近 20
万元。

乡村旅游要吸引人，就要有自己
的亮点，找准自己的定位。作为“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诗词之乡”
的草坪镇，注重从“文化”上下功夫，打
造文化旅游品牌。

“三盘鼓儿敲起来，先给大家问声
好”，进入草坪镇杜鹃湖景区，迎接大
家的是喜庆热闹的《民间艺术串串
烧》，表演者都是本土地地道道的农
民，口中说的是常德话，嘴里唱的是地
花鼓，手中拿的是九子鞭、彩龙船，瞬
间将大家的激情点燃，感受到艺术的
魅力。

“丁为民悬壶济世，吴艳先慈善助
人”，放羊坪村丁为民家的家风楹联有
些特别，寥寥数字，写出主人家的乐善
好施，道出家庭的幸福美满。草坪镇

“立家训、晒家风、家训挂牌”活动，发
动村民根据自家实际，搜集家庭典型
事例，总结自己的家风家训内容，提炼
后制作成规格统一的牌匾固定在各家
门口，提醒大家时刻按照家训规范言
行。同时，草坪镇还将优秀“家风家
训”融入推广到村规民约中，成为全镇
村民的行为准则，营造孝老敬亲、邻里
友爱、廉洁和谐的文明乡风。

翠绿稻田一望无垠，清澈枉水潺潺
流淌，精致民居鳞次栉比，远处青山若
隐若现，眼前这幅“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诗意画卷正在徐徐
铺开，能歌善舞的草坪人民一路欢歌笑
语，奔向幸福小康，奔向美好未来。

周勇军 黄裕媛

仲夏时节，走进“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草坪镇，所到
之处，处处天蓝水碧，如同仙
境；所见之人，个个笑容满面，

如沐春风。
行走在黝黑的沥青路上，映

入眼帘的是一幅新时代美丽乡
村画卷：宽敞干净的村道两旁绿
树成荫、鲜花簇拥；一丘丘稻田
生机盎然，一片片荷花清香阵

阵；一栋栋洋楼掩映山水之间，
与万竿翠竹相得益彰，三五个村
民在幸福屋场散步……这不就
是我们向往的乡村吗？我们一
边走，一边问，希望从中找到这
里发生蝶变的答案。

文艺之乡的华丽蝶变
——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见闻

草坪镇村民居住的小洋楼草坪镇村民居住的小洋楼。。 杨国军杨国军 摄摄

颜石敦 廖阳钧 邓和明
7 月，紫薇花开娇艳如火。驱车行

驶在嘉禾大地，只见一个个水稻、药材、
生猪等种养基地生机勃勃，一个个扶贫
车间、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
红红火火，有力带动当地贫困群众增收
脱贫。

贫困群众为什么穷？只因为贫在
没有资金，困在没有产业、技术、销售路
子。为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嘉禾县
深入推进产业扶贫，积极开展农产品产
销对接活动，通过产业发展带动贫困群
众脱贫。

嘉禾县扶贫办主任胡海峰介绍，他
们从县内筛选了佳禾米业公司、甘田凹
麻冲岩种养合作社、宅候贡米公司、汇
景生态科技公司等 25 家资产雄厚、经

营前景好、抗风险能力强的经济实体，
与全县贫困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
制，带动他们发展产业，参与分红。

同时，引导 28 个贫困村成立 93 个
农民专业种养合作社，鼓励贫困群众参
与经营和管理。通过先富带后富，一个
个贫困户成为种养能手，成功摘掉贫困
帽，有的甚至成为致富带头人。

嘉禾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廖阳平告
诉我们，目前全县建立种养基地 28个，
形成了优质稻、富硒水果、优质蔬菜、烤
烟、生猪、休闲旅游、中药材、油茶林等8
大特色产业,其中种植烟叶、水稻、药材
1.5 万余亩，年出栏生猪、牛、羊 6 万余
头。该县跻身全国生猪调出大县，佳禾
米业公司连续 3年获湖南农博会金奖，
倒缸酒获湖南老字号企业，逸香烟叶合

作社获国家级示范社。
步入佳禾米业公司生产车间机声

隆隆，稻香扑鼻而来，清筛、脱壳、谷糙
分离、碾米……工人非常忙碌。

佳禾米业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
一家集优质稻种植、加工、仓储及销售为
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加
工大米5万吨，年产值达7500余万元。

“一人富不叫富，大家富才叫富。”
佳禾米业公司负责人郑小兵说，脱贫攻
坚是国家大事，他绝不当旁观者，将坚
持与社会各界拧成一条绳，助力脱贫攻
坚。

佳禾米业公司采取“公司+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建立优质稻种植示
范基地 3.6 万余亩，联结农户 5300 户。
自 2016 年来，该公司对接帮扶贫困群

众1449人，人均年增收近1000元。
对贫困户佳禾米业公司免费提供

种子、技术，以高于市场价 20%的价格
进行收购。看到种粮有“钱途”，广发镇
邹山村贫困户周继平流转水田 160 多
亩，他家通过种植优质稻实现稳定脱
贫。

对口帮扶合作社不甘人后，奏响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进行
曲。

迎着朝阳，塘村镇甘田凹麻冲岩种
养合作社从睡梦中醒来，山坡上一排排
红心柚茁壮成长，工人们除草、施肥，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不远处，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猪舍，
一头头生猪长得膘肥体壮，有的打着呼
噜，有的在溜食。

据甘田凹麻冲岩种养合作社负责
人郭卫兵介绍，目前合作社种植红心柚
480亩，年出栏生猪1万头以上，对接帮
扶贫困群众 163 户 482 人，他们通过分
红、务工纷纷走上稳定脱贫之路。

7 月 4 日，隆回县又一批干部获
提拔或进一步使用，并接受任前集体
谈话。

“这是我县坚持在脱贫攻坚第一
线培养锻炼、考察识别、选拔任用干
部，充分运用省委脱贫攻坚干部考察
成果，激发全县干部干事创业活力的
一项具体举措。”县委书记王永红表
示。

近年来，隆回县把脱贫攻坚一线
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大熔炉”、考察
识别干部的“试金石”，注重实干实
绩，树立鲜明导向，引导激励广大干
部在脱贫攻坚主战场、第一线积极担
当作为，为全县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全面小康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派下去，一线“强筋壮骨”。注重
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环境培养锻
炼干部，让干部在丰富的基层实践中
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壮筋骨。从
115 个县直机关选派 324 名优秀干
部驻村帮扶，向563个有贫困人口的
村（社区）派出驻村帮扶工作队员
1867名，371名科级干部到 371个非
贫困村（社区）督导脱贫攻坚，统筹全
县包括教师、医务人员等在内的 1.8
万名公职人员开展全域全员结对。
创新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方式途径，常
态化开展“一亮两保”“三亮两带”“党
员到社区报到”等活动，广泛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
部投身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服务群
众的“最前沿”，用实干实绩实效接受
党和人民的检验。新冠肺炎疫情阻
击战中，组建党员先锋队、党员战斗
小组 1108 支，117 个县直单位 2800
名党员下沉社区一线，让党旗在疫情
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选出来，一线“知事识人”。推进
政治建设考察常态化、全覆盖，坚持
在“三大攻坚战”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立体式、深
层次考察干部政治忠诚、政治担当、
政治能力等各个方面，发掘出 41 个
优秀科级领导班子、225名优秀科级
领导干部、261名优秀中层骨干和66
名优秀年轻干部。建立常态化研判
分析机制，发挥干部考核的指挥棒作
用，引领干部积极投身到脱贫攻坚的
实践中，对部分担当意识不强、工作
不在状态的领导干部及时调整，致力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致力营造“风正、气顺、心齐、劲足”的

干事创业氛围。
用起来，一线“跃马扬鞭”。树立

鲜明一线导向，在选拔任用干部时，
优先考虑具有乡镇工作经历的干部，
让“有为者有位、优秀的优先、实干者
实惠、呷苦的呷香”。开展乡镇事业
站所人员关爱交流，61 名符合条件
的人员调到离居住地较近的乡镇。
2017年以来提拔重用实绩突出的脱
贫攻坚一线干部 320 名，4 名长期扎
根基层、脱贫攻坚成效突出的乡镇党
委书记被推荐提拔为副处级干部。
强化驻村帮扶后勤保障，每个工作队
每年工作经费不低于 1.5 万元，开展

“七必谈”活动谈心谈话615人次，为
6 名 遭 受 诬 告 的 干 部 及 时 澄 清 正
名。评选表彰 78 名“最美隆回人”

“全县劳动模范”“全县先进工作者”，
在“七一”大会上表彰奖励抓党建促
脱贫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以正确、鲜明导
向推动担当尽责、干事创业浓厚氛围
形成。 （邹 嵩 文 潇 陈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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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嘉禾，革命老区，原有贫困村 28 个、贫困户 5719 户

16810人。近年来，该县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

第一民生工程,进行一周一调度，实施县级领导和县直单

位包村责任制。特别是今年来，严格落实产业、就业、教

育、健康、易地搬迁、基础设施等扶贫举措，高质量书写脱

贫答卷。截至去年底，28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424 户

16144 人成功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8 年的 0.84%降至去

年的0.19%。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该县继续保持昂扬的

斗志、艰苦奋斗的作风，消除视觉贫困，推进安全饮水、贫

困户改厕、低保提标提档扩面等，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从今天起，我们陆续推出该县脱贫攻坚的好经验、好

做法，以飨读者。

脱贫攻坚看嘉禾

产业挑起扶贫大梁

侯森怡
荷叶无穷碧，鱼儿水中戏。时至仲

夏，浏阳市中和镇苍坊村荷花园内一片
翠绿芳菲，大片荷花竞相开放。放眼望
去，层层叠叠的荷叶簇拥着粉白的荷
花，引来飞舞的蜻蜓和蝴蝶，鱼儿穿梭
在荷叶间，在荷塘中自由地嬉戏，动静
相宜，与远处的蓝天白云、绿树灰瓦，构
成一幅美丽乡村山水画卷。

苍坊村是胡耀邦故居所在地、湖南
省特色旅游名村。近年来，该村因地制
宜、突出特色，依托本村的红色资源、自
然资源，抓住发展机遇，去年6月成功引
进了耀邦故里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
地项目，通过“公司分红+土地流转”、村
级集体经济入股分红的方式，每年至少
获增10万元的收益，盘活了村集体经济。

今年 5 月，该村充分利用本土资
源，通过村级合作社发展农业产业，配
合研学基地、农家乐等特色项目和服务
设施，在荷花园投放了 10 万尾鱼苗进
行荷花鱼养殖，同时引进了一家大闸蟹
养殖企业，养鱼、养蟹同步开展，通过入
股分红、提供就业岗位等，带动周边村
民创收，努力打造具有苍坊村旅游特色
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起初我们村发展荷花鱼的想法特
别简单，就想着有水的地方就可以养
鱼，在荷塘里放些鱼，一塘两用，鱼长大
了好卖钱。”苍坊村党总支副书记邓敏
说。村干部们有了想法后，借第二天

“微网格中话家常”恳谈会的契机，组织
村民集体进行商议，在家的村民纷纷对
项目表示赞同后，微网格长们将项目信

息发布到联户微信群，获得了群里在外
做生意的乡贤、发展产业的村民的大力
支持。

有闲置土地的转让土地、有闲钱的
投资入股、有技术的提供技术，大家在
群里集思广益共同探讨荷花鱼发展。

“我们通过群里的村民，不但买到了最
实惠的鱼苗，还请到了叶长国这个称职
的专业技术人员，暴雨期间，他每晚守
着鱼塘，还有叶宗海、叶绍圣等7位微网
格长在养殖前期义务清理荷塘，为荷花
鱼前期的准备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
让我们这些村干部特别感动。”

据苍坊村党总支书记胡厚良介绍，
苍坊村利用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的结
存，投入了 10 万资金，流转土地 300
亩，其中 100 亩进行荷花鱼养殖、70 亩

养大闸蟹，剩下不适合养鱼、养蟹的土
地，继续种荷花。如果今年养殖荷花鱼
增收明显，明年将进一步扩大养殖规
模。

村强民富如芝麻开花，该村产业兴
旺的同时也充实了百姓的腰包，附近村
民看到荷花鱼在荷塘里跳动就感觉钱
在往自己口袋里蹦。据了解，目前有69
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可获得每亩 700
元的收入，5 户精准扶贫户通过小额信
贷资金入股，预计每户增收 4000 元以
上。后期贫困户可以通过收益入股的
形式，继续享受次年分红，最终实现长
期、稳定脱贫。

中和镇党委书记何勇表示：“照水
红蕖细细香，研学基地、荷花鱼养殖等
一系列项目的引进体现了中和镇村集
体经济不断壮大、‘三间’经济持续升
温、贫困户日益增收、第三产业蓬勃发
展的乡村振兴新局面。”

荷叶田田鱼儿戏 集体经济焕新颜浏阳中和镇：

7月8日一大早，货运司机倪松山
就来到了祁阳县交通办证窗口办理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

近半年来，主动办理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许可证的货运司机明显增多，
从“躲猫猫”到主动办证，这正是该县
积极开展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
治行动、铁腕治超出现的新气象。今
年上半年，共办理货运许可430件、配
发车辆道路运输证 618 本，与往年同
期相比分别增加181%、226%。

自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
行动开展以来，该县迅速行动，从“源
头”和“路面”两个方面重拳治理超限
超载，规范货运装载行为，维护运输
市场秩序，组织执法人员对全县46家
大型厂矿企业、砂场、货物集散地等
源头企业进行了多次走访，要求不得
为擅自改装、拼装的货运车辆装配载

货物、不得提供虚假装载磅单、不得
聘用无证人员从事货物运输，切实把
控治超源头。同时，加大路面治超力
度，在县城及乡镇重要地段设立流动
稽查点，与固定站点开展联合执法，
对查处的超限超载车辆坚持卸载到
位、顶格处罚到位，真正做到了“逢车
必检、逢超必罚、逢超必卸”。截至 6
月底，共检测车辆 12850 台/次，查处
超限车辆 382 台/次，其中公路处罚
342台/次，交警处罚41台/次，卸（转）
载货物164412吨。

该县还加大了对非法改拼装行
为的汽车修理厂家的查处力度，突出
抓好车辆源头管控，坚决杜绝非法改
拼装车辆上路。共查处改拼装车辆
135 台/次，切割恢复原貌 135 台/次，
处罚金额达60万余元。

（唐书东 刘志军 龙 辉）

从“躲猫猫”到主动办证
铁腕治超治出新气象

守望云端 砥砺前行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高

校老师的正常教学面临严峻的挑战。
《Photoshop图形图像处理》这种实操
类课程如何上？线上教学需要作出哪
些改变与调整？没有电脑的同学怎么
开展实训？湖南外贸职业学院的黄璇
老师将美育融入专业教学，在课程的
教学内容、授课方式、实训软件等方
面，作出了许多新的尝试与创新，在注
重培养学生技能的同时不忘提升他们
的艺术修养。

充分准备。在综合考虑线上平台
教学的使用效果及项目分组实训要求
之后，黄老师决定采取“直播+录播+
即时在线互动”方式授课。为了保证
教学效果，她还自行购买了高清摄像
头、视频编辑软件等网络教学设备。
为了方便没有电脑的同学参与学习，
黄老师又从 20 多个 APP 中精心挑出
了 6 个适合教学的软件，逐一录制操
作使用视频，解决了无电脑实训这个
难题。

灵活教学。疫情改变了高校教学
模式，对课程的设计和实施提出了新的
要求。为了适应这种改变，黄老师从电
商企业对图形图像处理相关工作岗位
的实际要求与典型任务出发，按照具体
学情，结合学院的技能抽查要求，将教
学内容进行调整和重组，把能通过手机
图形图像处理APP进行实训的教学内

容提前安排设计，确定“强技能、精应
用、会审美、有信念”的全新课程目标，
在课程设计上创新了“学思行事”教学
模式。

鼓励学生课前利用线上平台自主
学习，在授课过程中带着问题“思”、

“行”并进，对操作技能、设计美学开展
专项训练，并主动分享，外化于形。课
堂上，黄老师把自己之前在企业工作
积累的经验和心得倾囊相授，将构成
要素、色感、人体结构巧妙地糅杂融合
在课程项目任务之中，在引导学生熟
练操作技能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提升
同学们的审美能力。

注重效果。黄老师的线上课程教
学评价方式多元有效，课前小组自评、
互评，课上教师评，课后将优化作品通
过社交媒介展示给朋友评价，极大促
进了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教学过程中，黄老师不满足于既有成
果，不断对课程内容进行提升和优化，
这些努力得到了同学们积极的回应，
大家在课堂中积极分享操作技巧，互
动评价，课堂氛围十分热烈，在教学质
量问卷调查中对老师的课堂好评如
潮。在一次线上公开课后，领导和同
事们也对她开放的教学理念、严谨的
备课态度与踊跃的课堂氛围大为赞
赏，鼓励她继续努力创新，开启云端教
学新模式。 (陈 甦)

祁阳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