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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芳 刘秉玺

白天热火朝天，生机勃勃；晚上热
闹非凡，魅力十足。

1—6 月，实现全口径税收逾 11 亿
元，成功引进亿元企业 1 家，税收过百
万企业 4 家，新增“四上”企业 3 家，新
增市场主体1355家……

1.94平方公里的网红坡子街，在疫
情大考之下迎难而上，再一次用事实
证明了自己。

经济基数大，那就不断调优结构；
地域面积小，那就做精做细服务；凭着
一股“逢山打洞、遇水架桥”的韧劲，在
天心区委、区政府“大干一百天 实现
双过半”的号召下，坡子街街道全体干
部职工上下一心，乘风破浪，让热闹和
繁华重现。

当好“店小二”，企业纷纷落户入驻

今年 6月 8日，前行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宸睿又把自己的第二家公司
——前行技术软件有限公司落户到了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并表示这
是企业必然的选择。

网红品牌“茶颜悦色”从坡子街开
设第一家店起，短短几年时间，就在长
沙开店 200 多家，今年，企业创始人吕
良也在街道辖区置办了办公室，把旗
下的三家企业全部迁到坡子街。

受疫情影响，经济形势困难的情
况下，为何这些企业还会纷纷选择坡
子街？

“态度热情、服务周到、工作专业，
诉求直接提、问题快速解，相处起来毫
无压力，企业发展起来也顺心顺意。”
张宸睿说，现在街道的负责人跟自己
年龄相当，干事创业激情十足，企业只
管往前奔，街道是企业坚强的后盾。

吕良也曾透露，坡子街是企业的
“福地”，这次置办办公室，也是天心区
和坡子街街道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忙前
忙后，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才得以这么
快推进。

街道领导联点帮扶、驻企联络员
随叫随到、楼宇楼长贴心服务……近
年来坡子街街道以“不叫不到、随叫随
到、服务周到”的“店小二”精神，全力
为辖区企业当好服务员。

在疫情严峻期间，驻企联络员深入
企业、楼宇，开展走访帮扶、诉求收集、
协调反馈等工作，全面督促指导企业、

物业落实防控设施设备配置以及宣传
引导等工作，在街道的呼吁下，帮助各
大门店、商户减免租金达4600多万元。

“受疫情影响，可以说我们的经济
指标是在大基数下的迎难而上，即便
这样，今年坡子街还是以汇景环球、华
远云玺等优质楼宇招商为契机，盘活
闲置资源，引进了诸如创智和宇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众诚汽车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等大小13家企
业，完成去化面积 1.5万平方米。”坡子
街街道工委副书记刘秉玺说道。

搭好“戏台子”，商圈重现繁荣热闹

伴随着落日的余晖缓缓沉入江
水，坡子街街道众多商铺的流光也次
第闪烁起来，这处“长沙之心”释放着
新的活力。

解放西路的酒吧一条街、古色古
香的太平街、修葺一新的坡子街……
此时早已人群潮涌，热闹非凡。

从疫情期间的冷冷清清，到如今
的重现繁荣，烟火气息升腾，这一切离
不开坡子街街道主政者及干部职工在
疫情大考之下攻坚克难的勇气，开拓
创新的举措。

一场场活动的举办，一个个政策
的落地，一条条举措的出台，让坡子街
的“苏醒”之路走得又快又稳。

为刺激餐饮业消费，街道既出钱
又出力，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的4月
30 日，由坡子街街道主办的“五一商
圈”龙虾节就在黄兴南路步行街的黄
兴广场顺利启幕，现场500斤龙虾免费
尝，各大龙虾品牌店打折让利优惠活
动吸引了广大市民前来消费。

通过这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市民开心”的方式，激发和释放了被抑
制、被冻结的消费潜力，辖区所有门店
乘着这股东风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优
惠活动：“五一”期间每天到店消费的
第一桌顾客免费喝茶颜悦色茶饮；火
宫殿美团优惠券大放送；超级文和友、
有间虾铺、星城源龙虾老铺子优惠多
多……

还有“5G消费节”、“珠宝玉器节”、
“天天购物消费节”……一系列节会活
动让坡子街成为了消费者的“天堂”。

规范沿街店外经营、放宽户外活
动举办、营造安全舒适的购物环境
……一系列充满温情的举措落地，让
商户安心经营，激发市场活力。

前不久，7-11 首店落户 7mall、省
茶业集团打造的“茶守艺”长沙首店登
陆解放西，成为坡子街新的“网红”打
卡点。

还有华为飞鸿电子在坡子街的门
店，在消费的刺激下，1—5月的门店销
售同比增长了50%以上。

争当“排头兵”，项目现场一派火热

前不久，坡子街街道 5 支“项目攻
坚青年突击队”宣告成立，几十位突击
队员在项目建设中发挥中坚力量。

“‘大干一百天 实现双过半’号角
吹响以来，坡子街街道快速行动，不论
是在复工复产，还是在项目建设中，争
当‘排头兵’、领跑者。”天心区政府相关
负责人就曾在大会上点赞坡子街街道。

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氛围在坡
子街街道愈发浓厚。

负责火宫殿周边零星地块（二期）
棚户改造项目的坡子街街道城市管理
一办主任姜彬，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
近期因为身体原因，动了一场手术，医
生建议卧床休息一周，但为了确保施工
进度，手术的第二天，姜彬就出现在了
项目的工地上，脸色惨白的安排工作。

“项目早一天完工，就早一天给老
百姓带来方便和舒适，这点疼不算什
么。”当大家劝他不要这么拼时，他如
此说道。

目前火宫殿二期项目仅用了两个
月时间就完成了总工程量的55%，预计
在今年国庆假期前可全面扫尾完成。

长沙市的重点项目中澳广场是一
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处于坡子街街
道辖区，为推动项目顺利进行，街道领
导与企业一起，全力做好矛盾的协调，
协助手续的办理，为项目施工做好积
极的保障。

该项目的青年突击队队长肖滨带
着7名突击队员争分夺秒，哪里有需要
就去哪里，身体力行地践行着“突击
队”的担当和使命。

不只是项目攻坚青年突击队，坡
子街街道全街干部职工更是铆足了
劲，抢工期，抢进度，势要把失去的时
间夺回来，助力街域经济重焕新活力。
目前，该街道棚改征收、有机更新、房
地产等十多个项目都呈现出热火朝天
的氛围，进展顺利。

乘风破浪再起航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大干一百天”活动见闻

真抓实干在湖南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兰

穿行在郁郁葱葱的旅游公路上，两
旁粉墙黛瓦错落有致，房前屋后的竹篱
与各色花朵相映成趣。缕缕炊烟从农
家飘出，偶见一群白鹭掠过头顶。

山畔，一条清澈小溪穿村而过，潺
潺流淌，宛如玉带。小溪旁200亩荷花
盛情开放，荷香沁人心脾。

“这一大片荷花太漂亮了，我得好
好拍几张”“妈妈，我想摘莲蓬”“爸爸帮
我摘一片荷叶做帽子”……7月19日上
午，一群群游客来到这个荷花基地“打
卡”，十分热闹。

这里是衡阳市南岳区南岳镇水濂
村。该村位于南岳七十二峰之一的紫
盖峰下，距南岳城区4公里。2016年，
水濂村与泗塘村合并，组成新的水濂
村，是省级贫困村。

水濂村不仅有著名的水帘洞景区，
还有南岳衡山道院、朱陵宫等宗教场所
坐落其间，历来游客不少。但以前，游
客只是村里的“过客”，进入景区景点游
玩一两个小时后便离去，只有几家农家
乐趁着中晚餐有点收入，生意不温不
火。

如何留住游客，是村民们常常思考

的话题。“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但日子却过得像捧着金钵钵要饭一般，
必须寻找新出路。”村支书易东耘说，新
出路既关系着大伙的增收，更是全村
29户112人的脱贫大计。

在南岳衡山道院与水帘洞景区间
有一片开阔区域，村民们零星种植水
稻、蔬菜，还有一部分空歇荒芜。2016
年，在村民支持下，村里瞄准这一“黄金
地段”，引进农业公司种上了荷花。

荷花到处都有，有什么稀奇？
“来衡山道院的游客，多对荷花情

有独钟。到水帘洞爬山游览后，游客们
希望山下有一个清净的地方休息。”易
东耘介绍，200亩荷花将道院与水帘洞
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小型农旅综合体，
成为游客新的歇脚地。

荷花基地不仅能观赏荷花，还可供
游客采摘。“2元钱摘一个莲蓬、一片荷
叶，好玩不贵！”长沙游客周芝雯开心地
告诉记者。

荷花的观赏期可从5月持续到10
月，去年看荷花的游客达8万人次。据
易东耘统计，80%的游客会在村里购物
或就餐。

红莲、白莲、莲芯、莲藕……荷花系
列产品渐渐成了抢手货，也带动了其他

农副产品销售。一些摆摊售卖的村民
卖完自家产品，还帮邻村“带货”。

光看花摘莲不够，村里继续做透山
水文章。引进四季果园、万寿果园，同
样打“观赏体验牌”，进一步留住游客。
万寿果园负责人阳洪亮说，果园的水果
不出村卖，全部供游客实地观赏采摘。
才开摘4天的蜂蜜糖桃，已被摘了三分
之一。

留住的游客越来越多，村里农家乐
越来越火。此外，村里种养合作社已达
10 余个，还有一家村集体占股的文化
旅游公司即将运营。

这些都给村里贫困人口提供了就
业机会。在果园除草施肥、在荷花基
地管护、在农家乐做服务……只要有
劳动能力、有需求，都能在村里找到合
适的岗位。即使两鬓斑白的老人，也
可以在荷花基地剥莲子、晒莲子。除
了务工收入，贫困户还有土地流转费、
合作社分红等收入。目前，全村仅 1
户未脱贫。

一个全新的水濂村呈现在游客面
前。7月19日晚，游客罗佳琳在朋友圈
推介水濂村：上午祈福、赏荷，下午爬
山、摘果，晚上听着蛙鸣吃着土菜，优哉
游哉！

湖南日报记者 成俊峰 唐曦

7月20日清晨，迎着绵绵细雨，记
者乘车来到衡阳市石鼓区角山镇利民
村，只见村道笔直望不到头，路边繁花
盛开迎风摇曳，远处灰瓦房屋错落有
致，美丽如画。

这天，村民何春芳起了个大早，清扫
庭院树叶、给花圃浇水、为树木剪枝……
站在挂着“最美庭院”牌子的门前，她满
面笑容，如花绽放：“我们勤快一点，家
里就干净一点，村庄就整洁一点，我们
的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

记者在村里看到，家家户户跟何春
芳家一样，门前不沾片纸，屋后花树环
绕。

“我们会定期评选出‘宜居村庄’
‘最美庭院’‘清洁农户’，号召村民向
身边榜样学习，搞好家庭卫生，以农家

‘小美’激活乡村‘大美’。”利民村党支

部书记朱宏华介绍，村部通过制定村
规民约，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乱丢、柴草
乱堆、污水乱倒、畜禽乱跑等不文明行
为，让乡村告别“脏乱差”，迎来“清净
美”。

利 民 村 位 于 衡 阳 市 区 西 北 部 ，
2016 年 6 月由银杯村、莲花塘村合并
而成。该村由于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
落后、没有产业支撑，被定为省级贫困
村。如今，通过 3 年多努力，该村不仅
脱贫摘帽，还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湖南省休闲农业集聚
发展示范村。

“从2016年开始，我们村一共修建
了 25 公里柏油路，到今年底通户率将
达到100%。”朱宏华介绍，该村还争取
数百万元新农村建设、农村房屋改造等
资金，用于村级水利、绿化、亮化、垃圾
站建设、饮水、房屋改造等项目建设，全
村环境不断净化、绿化、美化、亮化，乡

村面貌焕然一新。
人居环境的变化，交通条件的改

善，为利民村发展休闲旅游业带来新的
机遇。2017年11月，该村顺利引进新
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投资5000余万
元，与村集体合作，打造千亩荷花基地
山水莲花田园综合体项目。如今，每逢
夏季，荷花盛开，众多游客闻香而来，络
绎不绝。

“我们老人在基地天天有活干，最
近采摘莲子每天就有100元收入。”贫
困村民肖汉秀告诉记者，村里还有 32
个贫困村民像他一样，通过务工、土地
流转租金、分红等获得稳定收入，摆脱
了贫困。

农家美景变“钱景”，逐渐吸引许多
在外地工作的老乡回乡投资发展，一批
生态农业体验区、田园风情度假区应运
而生，利民村正在打造为“春有花、夏有
莲、秋有果、冬有绿”的“城市后花园”。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熊远帆
通讯员 冯叶

7月20日9时45分，长沙横店王府
井影城放映的《璀璨薪火》迎来首位观众。

刷健康码，测体温，按要求佩戴好
口罩并实名登记，高三毕业的学生罗文
萱时隔半年又走进了影城。在电影院
歇业的大半年时间内，由于学习影视专
业，罗文萱在家上网看了 100 多部电
影。7月20日，她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影
院。她激动地说：“我今天买了4场电影
票，准备看上一天，过把瘾。”

在经历100多天的分离后，湖南的
电影院开门了。

湖南人爱电影
湖南人有多爱电影？

“以前，我每周都会进一次电影
院。现在，被疫情打断了的习惯又可以
延续了。”得知影院恢复营业，影迷苑明
一大早就前来观影。

位于长沙市营盘路的芒果国际影
城东风店，当日 10 时开始的首场电影

《第一次的别离》也迎来了观众。店长
马静说：“往常的周一上午很少有观众
观影，从今天一早就售出 70 张票的情
况来看，情况着实不错。”

7月20日，长沙地区9县（市）区均
实现了影院复工。在长沙县MC影城山
水湾店，首部影片于 13 时 30 分上映。
电影院既安排了全国影院复工后上映
的第一部新片《第一次的离别》，也安排
了《捉妖记》《十二生肖》《战狼2》3部老
片。对于下半年电影市场的发展，该影
城店长王茜持乐观态度：“随着电影院
复工的逐步推进以及新片的持续上映，
电影市场也会慢慢复苏。”

截至7月20日17时，长沙横店王府
井影城负责人刘天透露，观影人数1157

人，实现规定的30%上座率。“因疫情推迟
上档的影片很多，即将来临的暑期档应该
会迎来一个观影高峰。”刘天信心满满。

记者从省委宣传部电影处获悉，截
至 7 月 20 日 18 时，全省 14 个市州 462
家影院中已有53家恢复营业，复工率为
11.47%。其中，长沙有 27 家影院恢复
营业，复工率达23.28%。

“重启”迎来好兆头
张玲是横店电影城湘潭步步高店

的一名工作人员，自从7月16日中午收
到来自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关于恢复电
影放映场所开放的那份通知后，已等了
170余天的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
动，人员安排、消毒通风、排片排场……
她热切地点击鼠标，刷新着电脑页面，
她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安排这一切。

沉寂半年的影院又热闹起来了，张
玲的微信响个不停。“几点钟开门咯？
好久没看电影了呢。”更令人欣慰的是，

“出走”的老员工也陆续回来了。张玲
心想，这一定是个好兆头。

衡阳市进步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阎华也透露，进步电影院已完
成全面卫生清洁消毒工作，全体员工当
日做完核酸检测。目前，衡阳的电影院
都在做开业前准备工作，计划在7月22
日左右全面复工。

7月20日晚，省电影局主要负责人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长沙横店王府
井影城观看影院复工复业后的电影首
映，为带动全市观众走进电影院，聚集
人气，提升观影流量起到示范带头作
用。无独有偶。永州市委宣传部及相
关部门负责人也前往永州市幕语环球
影城观影，以调动观众的观影积极性。

由省总工会、省电影局组织的“湘
观影”全省职工观影活动，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委等组织的

“光影铸魂”电影党课活动也相继启动，
旨在激活电影市场，力助电影业尽快走
出困境。根据猫眼电影票务数据显示，
7月20日，长沙市内确定排片的电影多

达 20 多部。其中，既有首次全国院线
公映的《第一次的离别》和《璀璨薪火》，
也有重映的高票房老片《寻梦环游记》

《大鱼海棠》《战狼2》《夏洛特烦恼》《白
蛇：缘起》等。丰富的影片类型也满足
了不同观影群体的需求。

而在影片价格方面，大部分开业的
影城都给予观影者一定程度的价格优
惠。比如中影星美国际影城万家丽店、
潇湘大乐影城涉外西门店、华夏激光巨
幕影城、潇湘国际影城东塘店等数家影
院，上映影片的最高票价几乎都在 20
元/张以下。

久别重逢更需谨慎对待
微信朋友圈里，“一封大银幕写给

观众的信”被网友广泛转发：
“今天是我们久别重逢的日子，我有

些激动，也有些忐忑……这一刻，我们仍
把防疫安全放在第一位。为了迎接你的
到来，我们已经进行了严密的消毒及检
测，同时你们会发现影城有了这些变化：
网络实名预约、无接触方式售票，实行交
叉隔座售票，陌生观众间距1米以上，每
场上座率不得超过30%，未戴口罩和体
温37.3摄氏度以上者不能进入等等。”

久别重逢，更需谨慎对待。芒果国
际影城店长马静说：“我们影院应对重
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员工上岗
前对其进行核酸检测；对所有区域进行
消毒和全面的卫生清理；空调、新风系
统的清理；防疫物资的配备；防疫设备
的维修和排查。”

在长沙百丽宫影院，所有观众都要
经登记个人信息、出示健康码、测量体
温之后，才能入内观影；长沙横店王府
井影城内，工作人员几乎每隔一个小时
就要进行喷洒消毒和擦拭消毒作业……

“观影期间，要全程佩戴口罩，影院
提倡不在影厅饮食。”在观众王雪慧看
来，这些防疫措施和提示并不会影响观
影体验，会让观影变得更安心。王雪慧
观影之后，特意发了条朋友圈来打卡纪
念。

记者
探访 脱贫路

水濂村：荷叶田田迎客来

利民村：农家美景变“钱景”

按下电影“重启键”，人气恢复“超预期”

扎实“回头看”打赢攻坚战
——湖南扎实开展脱贫质量“回头看”确保圆满收官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一个多月前，汝城县长洞村贫困户
朱冬友正在蜂房收割蜂蜜，突然家里来
了一群“陌生人”。“今年疫情和当前雨
季对养蜂影响大不大？”面对“陌生人”
的询问，朱冬友如实回答：“影响不大，
今年收入预计要比去年高。”

来到朱冬友家的这群“陌生人”正是
汝城县脱贫质量“回头看”工作组的工作
人员。从今年3月份开始至6月底，湖南
组织60多万名党员干部，对2014年以
来已脱贫户、未脱贫户、边缘户及特殊困
难群体和贫困村开展“回头看”。

“回头看”查短板、找不足，严把脱
贫质量关。对发现存在影响脱贫质量
的短板，坚持边核边改、立行立改。截
至6月底，各地查摆出来的问题，已全部
清零，存在的短板，已进一步补齐。

“回头看”怎么看？
——在全省133个有扶贫任务

的县市区(管理区、经开区)进行，不
漏一村一户一人

今年3月份，邵阳市农业农村局干
部岳凯接到了一项新任务：参加脱贫质
量“回头看”行动。

“看得很扎实。”岳凯说，他所在的
组负责对绥宁县等两个县开展“回头
看”，第一天到县里看资料，第二天就进
村入户。去哪里？事先不知道，临出发
时，由组长拿着地图随机选。选定村
后，分头行动，不要当地干部陪同。

今年3月13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印发了《全面开展脱贫质量“回头看”切实
加强问题整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决定从3月份开始至6月30日，在
全省133个有扶贫任务的县市区（管理区、
经开区）开展脱贫质量“回头看”工作。《方
案》要求，以2019年底建档立卡信息系统
数据为依据，对2014年以来的已脱贫户、
未脱贫户、边缘户及特殊困难群体和贫困
村开展“回头看”，不漏一村一户一人。

“脱贫质量‘回头看’工作重点排查
‘两不愁、三保障’实现情况、重大政策落
实情况，以及获得帮扶情况、贫困人口参
与脱贫攻坚项目情况等，核查脱贫结果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滕江军参加了怀化
市的脱贫质量“回头看”行动。他说，“回
头看”对已脱贫户，主要排查影响稳定脱
贫的隐患和不足；对未脱贫户，主要排查
如期脱贫存在的短板和差距；对边缘户
及特殊困难群体，主要核查有无新致贫
的风险和问题；对贫困村，主要排查是否
达到脱贫出列的标准等。

全省脱贫质量“回头看”实行“县负
总责、乡镇实施、整村推进、市州抽查”
工作机制。由县级统一组织，实行乡镇
内村际交叉排查，驻村帮扶工作队员和
乡镇包村干部不得承担本村问题排查
工作。县级对每个乡镇派出指导组，督
导推进“回头看”工作，市州对各县（市
区）排查整改情况进行实地抽查。

省里动真格，各地见行动。邵阳市

从县直单位、乡镇、驻村帮扶工作队抽
调1.3万余人，采取交叉检查方式，逐村
逐户逐项深入开展“回头看”。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组织住建、
医保、教体等部门，组成专项抽查复核
队伍，开展市（州）级专项抽查复核。

永兴县将教育、医疗、民政、财政等
14个重点行业部门提供的46类近3亿
条数据，导入贫困人口基础信息数据
库。依托大数据开展“回头看”，看得更
精准。

不仅看问题，也帮当地谋发展。沅
陵县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开展脱贫质量

“回头看”，组织近万名结对帮扶人进村
入户，帮助农民和企业推销农产品。脱
贫质量“回头看”，掀起脱贫攻坚新高潮。

发现短板怎么补？
——边看边改、边核边改，立行立改

“户口问题解决了，妻子有了合法
‘身份’!”6月8日，衡山县新桥镇查泉村
贫困户刘良余高兴地告诉来访者。

刘良余的妻子王小红因智力障碍，
难以正常沟通，其户口一直未妥善办
理。“回头看”发现这一问题后，新桥镇
特事特办、简化程序、上门服务，让王小
红有了合法身份。

针对脱贫质量“回头看”发现的问
题和短板，湖南省委省政府召开会议专
题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
省扶贫办向省直部门梳理反馈问题，印
发问题整改指导意见，分片区调度指导
整改工作开展。省常态化联点督查组
选优配强督查力量，对存在明显短板的
县（市区）开展实地督查帮扶。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针对存在
的短板，要求各县（市）“当日会商、当日
汇总、当日交办”，以“问题清单”形式抓
好督促整改，立行立改。在市（州）级实
地抽查核查中，各抽查核查组共交办

“问题清单”24期，“清单”中反馈的问题
已全部整改到位。

衡阳市逐级逐人压实整改责任，对
发现的问题和短板，以县（市区）委书记
交办函的形式，将主要问题按“一制三
单”分别交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和乡
镇党委书记，问题整改具体到人。截至
6月底，全市脱贫质量“回头看”发现的
问题全部清零，短板全面补齐。

醴陵市建立行业部门与镇、村会商机
制，针对存在的短板，召开联席会议，现场
办公，补齐短板。今年，全市所有贫困村
和100名以上贫困人口的村均安排了一
家企业开展帮扶，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
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格局。

边核边改，立行立改。一批存在影
响脱贫攻坚质量的短板进一步补齐。义
务教育方面，发现少数失学、辍学、义务
教育阶段资助政策落实问题全部整改到
位；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发现少数未购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贫困户未享受
医疗保险参保补贴问题全部整改到位；
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已基本
整改到位；易地扶贫搬迁方面，发现少数

贫困户未搬迁入住、贫困户未享受后续
产业就业扶持问题全部整改到位；全省
安全饮水不达标问题全面清零。

风景遍地气象新
——贫困地区群众尽开颜

仲夏时节，正是新田县新圩镇梧村
陈土荣最忙碌的时候。2015年，在驻村
帮扶工作队的帮扶下，陈土荣流转15亩
水田种植水稻，还养殖了10头黄牛，年
收入稳定超过5万元。

“我给你拍张照吧？”5月11日，新田
县组织的脱贫质量“回头看”工作人员核
实完陈土荣的收入后，提出了一个小要
求。陈土荣爽快地答应了。瞬间，陈土荣
满面笑容的样子便定格在手机相册里。

“参加脱贫质量‘回头看’，不仅看
到了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更多的是看到
了脱贫攻坚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邵阳市卫生健康委干部彭哲明说，在参
加脱贫质量“回头看”行动中，她看到了
整洁的水泥马路延伸到村里最偏远的
角落，一栋栋新建的楼房矗立村头村
尾；贫困乡村产业发展起来了，贫困群
众腰包鼓了，脱贫致富的信心也足了。

脱贫攻坚，风满潇湘。乡村旅游、
特色种养、光伏发电……三湘大地风景
遍地。吃不愁、穿不愁，收入也高了；茶
余饭后，在路灯下散步，到广场上跳舞，
贫困群众笑逐颜开。

5月15日，古丈县默戎镇翁草村“白
叶一号”茶叶基地云雾缭绕，660亩白茶
苗吮吸着山野灵气，迎着阳光茁壮成
长。吴艳秀、石满青等20多位村民，正
在栽茶补苗、除草施肥，“一天100元，一
年集中搞几个月，能赚9000多元钱。”

5月17日，麻阳苗族自治县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龙升家园，从深山搬迁而
来的滕建和乐呵呵地在自家新房的“微
菜地”里施肥、除草。菜地里，辣椒、茄
子长势喜人。

仲夏时节,走进永兴县足泉洞瑶族
村，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一幢幢民
居依山而建，绿树、红花恰如其分地点
缀在村庄的角角落落。

足泉洞瑶族村风景优美，但因地处
偏远，贫穷一直笼罩在村民头上。“山高
路远弯道多,刀耕火种成蹉跎；闺女外嫁
不回村,养崽三十冇老婆。”当时，一首当
地民谣唱出足泉洞瑶族村的情况。

脱贫攻坚以来，足泉洞瑶族村发力
乡村旅游，不仅全村顺利脱贫出列，还
被评为“郴州市文明村”。如今，足泉洞
瑶族村的民谣这样唱：“感谢党的政策
好，脱贫攻坚有成效；撸起袖子加油干，
瑶寨人民乐逍遥!”

在脱贫攻坚这场撼天动地的战役
中，全省 6920 个贫困村跟足泉洞瑶族
村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
脱贫质量“回头看”的全面排查，所有问
题全面清零，存在的短板进一步补齐。
三湘大地上，无数拔掉穷根的村庄，稳
脱贫的底气更足；无数已摘掉穷帽的群
众，稳脱贫的质量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