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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2米左右高的板栗树上，圆滚滚的黄
绿色栗苞挂满枝头。8月底，在常德市石门
县磨市镇铜鼓峪村，第一批板栗即将成熟，

“笑”着咧开嘴，展示甘甜饱满的果实。令
全村人心里甜甜的丰收，将持续到中秋节。

板栗丰产这一刻，村民们等了 18
年。2002年，村里2800多亩土地退耕还
林，种下板栗树。人们期待着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同成长，可这些板栗树只长树，
不结果。村里想了好多办法，它们都“不
为所动”，犹如一株株“铁树”矗立在山间。

直到 2015 年秋天，湖南省林科院派
来了技术组。老一代板栗专家、省林科院
院长李昌珠指着 30 出头的陈景震，对村
里人说：“陈博士研究板栗多年，对坚果很
熟悉，你们放心。”

巧嫁接重管理，化解13年
空枝怨

院长担保，村民们仍旧半信半疑。有
些极度灰心的农户见了技术组，态度漠然。

陈景震只管扎扎实实调研，很快便找出
了板栗树不结果的原因。“铜鼓峪的板栗树
都是实生苗，这是由种子萌发长成的苗木。
这种苗木状态不稳定，结果、不结果难控
制。此外，石门县种植的板栗普遍密度太
大，树木修剪也不到位，有些树长到一二十
米高。板栗是阳性植物，阳光都被遮住了，
怎么结果子呢？”

退耕还林的树木不能改种，经过申报
省林业管理部门批准，技术组选择用嫁接
的方式对板栗树进行改造。

“再怎么改也没有用，投钱也是白
做。”刚开始，不少人说风凉话。陈景震上
技术课，村里还要给农户做思想工作去听
课。“哪怕一个人来上课，我都愿意讲。”他
感叹，“铜鼓峪是贫困村，留守老人多，板
栗种植技术难度不大，没那么累，适合老

年人。但难就难在，村民不相信你，固有
观念改不了。”

这也怪不得村民。村党支部书记覃北
平说，种板栗之前，村里种果树没成功过。
种柑橘，遇上大果实蝇泛滥。改栽柚子，结
出的果又酸又苦。核桃也是只长树，不结
果。再遇上13年从不结果的板栗“铁树”，
连村党支部都信心不足。

出身农村的陈景震理解村民的疑虑，他
决定用事实说话。他经常往村里跑，通过课
堂授课、现场教学、微信解惑的方式，慢慢改
变农户的观念，重建信心。

山林“钻”得深，信心慢慢“长”

2016 年 2 月，村里费了好大的劲，动
员了党员、干部、村民代表等四五十户人
家，拿出 300 多亩板栗林，进行首次试验
性改造。陈景震带来了良种，是他所在的
省林科院板栗研究团队最新研发的“湘
栗”1号和3号。

铜鼓峪村位于石门县西北部，全是山
区。板栗林分散在各个山头，最近的，离
村部有1个多小时车程；远的，经过弯弯山
路，还得走上好久。许多树林中无路，下
起雨来十分湿滑。无论“路况”如何，陈景
震总是娴熟地“钻”入林间现场教学：这处
病虫害是什么问题，如何防治；树要控制
在2米以下，修剪成开心形。

“2016年5月合作社成立，6月陈博士
就邀我去山上看板栗树的生长情况。一
出太阳，山上好热，我实在不想去，硬被他
拉了去。”回村创业的石门县同康板栗专
业合作社总经理覃海波有些惊讶，板栗林
的分布情况，陈景震居然比他这个本地人
还清楚。被陈景震带着，一直走到了深山
里，覃海波原本漂浮的信心开始坚定起
来：“城里来的博士这么有干劲，我也要有
信心。”

“陈博士一年要往村里跑20多次。”村
党支部书记覃北平说，陈景震做事特别有计
划。4月，板栗要开花了；6月，板栗要授粉
了；7月，枝头开始挂果；9月，板栗成熟了
……时候到了，陈景震就自己开着车，从长
沙直接到农户家里了。

农户遇到问题，拍张照通过微信发给
陈景震。“只要不是在忙，都会立刻回复。”
曾经的贫困户盛忠党说，需要来现场的，
陈博士很快会来。

“务实，雷厉风行。来了就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了就走。”石门县林业技术推广
站站长盛孝前动情地说，陈景震忙碌，而
山村路远难行，让他很担心。从长沙到铜
鼓峪村村部，驾车要5个多小时。再到板
栗基地，至少又要1个多小时。时间紧的
时候，陈景震当天清晨从长沙出发，帮农
户解决了问题，又连夜赶回长沙。每每此
时，陈景震到了家，报了平安，盛孝前心里
悬着的石头才放下来。

陈景震真抓实干的作风，让人们的信
心慢慢“长”起来了。

头一次结果子舍不得卖，
要留给孙儿尝

嫁接的第二年，曙光初露。村党支部
书记覃北平记得清楚，7月，他和村民们去
板栗林嫁接新芽。在朱树垭基地，他们突
然发现，几根枝条上长了果子。

“板栗结果的周期长，嫁接的板栗树一
般 4 年才开始有产量，5 年才能进入丰产
期。不要急着让树挂果，先让树发育好。
留几颗即可，到10月份看看成熟的果实怎
么样。”陈景震细细叮嘱。

好不容易挨到 10 月，覃北平马上去
看。“很大的3个板栗球，炸开了，每一个里
面都有 4 粒板栗。”饱满、金黄的板栗，让
他彻底放心了。

但问题马上出现了。2017 年年底，
板栗林暴发了栗疫病。“这是板栗最怕的
疾病之一，曾经让北美洲的板栗灭绝。20
世纪初，北美洲从我国引种，才渐渐恢复
了板栗生产。”陈景震说，板栗苗嫁接后的
愈合过程中，嫁接口会产生糖分，吸引害
虫。害虫通过嫁接口把真菌传入茎干，导
致主干腐烂，且传播速度非常快。

当时，六成板栗树染病，情况紧急。
“喷农药治疗效果好，但不利于食品安全，
我们不能用。”陈景震查阅资料，在全国的
专家群里求教，从一位前辈专家那里获知
了包泥处理的方法。即用当地的泥土，把
病害部位包起来，闷死害虫，强壮的树就
能慢慢恢复健康。终于，铜鼓峪的板栗林
平安渡劫。2018 年秋天，板栗树结了果
子，虽然稀稀拉拉，但足以给人信心。

有些农户性子急，悄悄让嫁接的人加
大嫁接密度，结果适得其反。“当时说不通，
只能慢慢改善。”2019年春天，陈景震和另
外一位专家开出了“砍大枝留小枝”的“方
子”，大大改善了相关问题。

当年秋天，六七百亩地有收成，每亩产
量达到100多公斤。但覃海波的同康板栗
专业合作社只收到一部分板栗。“好多人都
说，十几年从没见过自家树上结板栗，舍不
得卖，要留给孙子孙女吃。”

全村人都信了这个亲切、能干事的陈
博士。覃海波感受最明显：“以前给农户
嫁接，要他们先把大枝修剪好，杂草除好，
都不愿意，只能合作社请人干。2019 年
开始，都自觉把山清干净了。还有农户要
求先改造自家的树。”

林下经济、深加工，板栗的
未来美美的

今年，铜鼓峪的板栗产量要翻倍，预计
每亩200公斤，达到南方地区农户管理的水
准，每亩地能有一两千元收入。

陈景震依然不放松。8月21日，他看
完朱树垭的板栗，又马不停蹄去了磨市镇
横铺村的基地。陡坡上，三五农户正在除
草。陈景震快步走上前去，叮嘱他们，这
是页岩地区，坡边的草不要除掉，以免下
雨造成水土流失。

陡坡前方，是美丽的仙阳湖。“太美
了！”陈景震笑着说，每次来村里，不觉得
出差辛苦，只有快乐。

乐什么？“以前没和基层农民打交道，研
究出成果更像自娱自乐。这几年，发现我做
的研究真的能帮到他们，太有意义了。”陈景
震为村民们做了更多规划。

湘栗2号和3号是早熟品种，8月底上
市能抢占先机。湘栗1号和4号是晚熟品
种，能为农户持续创收。铜鼓峪的嫁接、
修剪等经验，可以在全省推广，打造“湘
栗”品牌。

板栗前期投入的时间成本较高，相对经
济价值较低。陈景震自掏腰包，让盛孝前、
覃海波等人到河北的板栗大县迁西，学习板
栗深加工和栗蘑种植技术。

“栗蘑种在板栗树下，每年二三月开
始种，45天左右可以采摘，技术简单，一亩
地有四五千元收入。”覃海波说，明年要扩
大栗蘑种植规模。

“迁西的板栗饮料、板栗酒，板栗花做
成的板栗露和面膜等都很畅销，板栗深加
工发展前景很好。”县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
盛孝前说，虽然深加工机器要100万元，但
只要板栗年产量达到100万公斤以上，就
不成问题。今年，石门县的板栗年产量预
计有4万公斤。县内现存石漠化治理和退
耕还林实生板栗林近5万亩，在省林业局
和省林科院的大力支持下，继续做好品种
改良，达到深加工产量指日可待。

8 月 21 日，铜鼓峪村下了雨，云雾缭
绕下的山林湖泊更美了。“以前哪有心情
欣赏景色。心里时时刻刻想的都是怎么
让老百姓脱贫，让村里富裕起来。以前山
也没有这么美，乱挖乱砍乱伐，千疮百
孔。”村党支部书记覃北平脸上有藏不住
的笑，“现在山绿了，水清了，老百姓也有
收入了。‘铁树’丰收，心里美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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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社主办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协办

科技扶贫先锋

陈景震，1982年出生，山东泗水
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物学在读
博士。省林科院副研究员，省部共
建木本油料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2008年参加工
作以来，主持或参与国家、部省攻关
及成果转化项目20多项，选育良种
4 个，鉴（认）定成果8 个，获得省部
级奖励3项，发表研究论文30多篇，
制定标准2项，申请专利2项，主编
著作1部（科学出版社出版）。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见习记者 罗徽 通讯员 吕继勇

8 月 26 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会上公布了
2019年度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和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名单，湖南15个先进
典型榜上有名。其中，宜章县好人协会被推选为“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该协会从2016年底成立至今，短短几年已经发展会员4万多人。在全县的脱贫攻坚、扶贫
济困、助学助残、文明实践等工作中，都有宜章好人的身影。国务院扶贫办称其为“好人军团”，
并将他们的经验做法向全国推介。

在宜章，好人何以成“军”？8月下旬，记者深入该县采访,寻找答案。

2016年3月，宜章县创建“好人之城”启动。 通讯员 摄

8月22日，石门县同康板栗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湖南省林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景
震（右一）在为板栗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脚下有泥前路宽

龙文泱

“有事找陈博士，他准能解决！”30多
岁的科技特派员陈景震，从遭遇村民冷
淡到深受信赖，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靠务实严谨的作风。他的硕士研究
生刘旺，毕业论文有一项实验，是糖、蛋
白质等的含量。这个实验从板栗发育开
始，要连续做3个月。有的老师说，同样
的树种，数值差别不大，用去年的数据，
毕业更轻松。陈景震却要求，今年再做
一次实验，将数据与去年进行对比。教
农民种板栗，他同样秉持这样严谨求实
的科学精神。口碑和信心的增长，源自
于陈景震一次次往山里跑，汗水湿透衣
衫，双脚沾满泥土。

靠对农民和农村的热爱。上至石
门县林业部门，下至铜鼓峪村村民，大
家都知道：“有事打电话给陈博士，他一
定会来。”

一次，一个村民告诉县林业技术推
广站站长盛孝前，在壶瓶山海拔1400米
的地方发现了一种猴板栗，好吃得很，
想请专家来看看。“这种情况很多专家
不会来，只能找陈博士。”果然，没几天，
陈景震自己开着车来了。陈景震走了3
个多小时的山路，回来后兴奋地告诉盛
孝前，“猴板栗”是很有价值的榛子群
落，帮助村民增收，又多了一条路。他
采集了样本穗条，自费开展扦插实验。
与之类似的事情，还有软枣猕猴桃。

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农业科技工作
者应当胸怀大爱，脚踩泥土，把论文写
在大地上。正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广
大乡村，是一片大可作为的广阔天地。
曾经交不起学费的农家孩子陈景震做
出了榜样。

记者手记

宜章，好人何以成“军”

扫一扫
看视频

8月27日，记者来到宜章这个位
于湘粤交界的小县城。走在南关古
街上，一座白墙黑瓦极具清代风格的
院落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宜章年关暴
动指挥部旧址。

走进庄严肃穆的“旧址”陈列
室，邓中夏、毛科文、张际春、胡少
海、曾志、彭儒等一大批革命志士
的英勇事迹陈列在这里。

宜章县委书记王建球的讲述，
为记者还原了 90 多年前的情景
——1928 年 1 月 12 日，朱德、陈毅
在中共宜章县委的紧密配合下，发
动了宜章年关暴动，打响了湘南起
义第一枪。

“当时，朱德和陈毅希望选择
政治、地形、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
区以发动和推进农村革命，而宜章
刚好具备这样的条件。”王建球说，
这也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能
从宜章诞生、宜章苏维埃政府成为
国内第一批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原
因。

湘南起义后期，部队向井冈山
转移，到达井冈山时共有1.2万人，
其中，宜章儿女便有3700多人。

“当时村里人都想跟着闹革
命，已年过花甲的李克庄自己无法

参加，就让4个儿子和15岁的孙女
投身革命……”在梅田镇龙村瑶族
村新时代讲习所，李克庄的侄曾孙
李友发，正在向游客讲述李克庄

“全家革命，满门忠烈”的故事。
李友发说，部队转移时，李克

庄的几个儿子按命令留在当地坚
持斗争，均不幸遇害，遭受打击的
李克庄一病不起，家里只剩下 7 个
寡妇和12个未成年的孩子。

红色基因，代代赓续。
湘南起义，成为一种精神财

富，长久滋养着这片土地，孕育出
一个又一个好人。

“好人军团”里有扎根农村、传
播科技、致富乡邻的全国劳动模范
李常水。从1986年起，李常水便带
领东风乡笠头村发展果木业，让一
个长期靠“稻谷加稻草、红薯加辣
椒”的穷山村变成远近闻名的种
果致富村。不仅如此，李常水还带
动 湘 粤 边 境 3 县 10 余 个 乡 镇
17000多农户种植水果。

“好人军团”里有把贫困地区教
育搞得有声有色的“优秀校长”李黎
明。因为教学成绩突出，上级曾多
次提出将他调往县城，但李黎明坚
持留在乡村，并带病坚持工作，直到

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6岁。
“好人军团”中有30多年如一日

坚持巡山护林工作的“大山卫士”刘真
茂，他甘愿留在大山，忍受常人难以体
会的艰苦和寂寞。

“好人军团”里还有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远辉、全国三八
红旗手刘贤玉、好镇长宋立军、好
支书谷日栋、“中国好人”袁贤光、

“网络妈妈”谭兰霞、“贤孝大嫂”陈
巧燕……

近年来，宜章县共涌现全国道
德模范1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1
人，中国好人6人，湖南好人12人。

2016年11月23日，做了一辈子
好事的“中国好人”袁贤光走了，享年
83岁。这个拖着7级伤残身子的老
人，曾长期照顾着47名残疾人、76名
孤寡老人，也曾帮助过170多名困难
学生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

老人临终前说：“等我病好了，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宜章好人
协会成立起来，让更多人加入好人
队伍。”

12月28日，袁贤光去世一个多
月后，在宜章县委、县政府的支持
下，志愿者们完成了他的遗愿，正式
成立“宜章县好人协会”。

南宋时期政治家、文人葛洪所
撰《抱朴子·微旨》中提到：“与善人
游，如行雾中；虽不濡湿，潜自有
润”。宜章好人协会的每一位成
员，都在用行动影响着身边人。

会长谢运良，今年 57 岁，宜章
县笆篱镇人，高高的个子，身板挺
得很直，说话声音醇厚，让人感觉
踏实、温暖。经过多年的打拼,他经
营的企业越来越好。

近 20 年来，他先后安排 1200
余名残疾人就业，捐资500多万元
助残助学、修路建校，还长期跟踪
帮扶20多名困难学生。

接过袁贤光的接力棒，谢运良
开始壮大好人队伍，积极发展会员
单位。

在他的努力下，协会已在全县设
立单位会员27个，乡镇分会19个，行
业分会10个，村居好人工作站269
个，还成立了好人协会工会委员会以
及好人劳模分会、好人退役军人分会。

这些好人单位各司其职，在脱
贫攻坚、扶危济困、助学助残以及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这些凡人善举，身边小事，潜移默

化地感动着宜章人，改变着宜章人。
“你这样养太挤了，每只鸡至少

要有1平方米的活动空间。”8月26
日，杨梅山镇李家塘村，村民欧继雄
正在指导当地农户如何饲养土鸡。

欧继雄家因孩子发生车祸致
贫。2019 年，县里开展“户帮户亲
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谢运
良主动找欧继雄认亲戚。

“谢会长不但带人教我鸡禽养殖
技术，还送我一批鸡苗、鸡饲料，让我
当年就有稳定收入。”欧继雄说，他现
在也加入了好人协会，凡是村民有需
要，他都会主动上门传授养殖技术，
带动他们一起发展土鸡养殖。

从2017年开始，好人协会主动
联系全县 749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对他们开展对接帮扶，帮助3853户
边缘户稳定增收。同时,通过举办

“好人扶贫讲堂”，扶智、扶志达
18000 人次，安排贫困户就业 360
人，支持150家种养户发展产业。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6000 多名穿着红马甲的好人协会
成员一呼百应，他们提着小喇叭，拿
着宣传单，提着油、米或盒饭,穿梭在
城镇乡村和道路、医院、岗亭中。

“人们都说，只要看到红马甲，
就会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放心。”宜
章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润槐告诉记
者，去年县里实施村级办公“五站
合一”，明确村级好人工作站入驻
村委会办事大厅办公，让广大志愿
者、社会贤达人士，名正言顺、放开
手脚，参与脱贫攻坚、乡风文明建
设、调解矛盾纠纷等工作，成为党
和政府的得力助手。

一六镇北岸村，洞江旅游开发
项目因7户村民不愿意拆迁，工期耽
误整整两年。“我当过他们隔壁村的
党支部书记，跟这几个村民比较熟，
刚开始就带他们去做好事，让他们
感受到成人之美的快乐。”好人协会
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李俊生告
诉记者，几天之后，他见时机成熟，
才借着吃饭的机会说拆迁的事，10
天时间就将这个事圆满解决。

近两年来，协会通过县乡村组
4 级矛盾纠纷排查协调处理机制，
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560件。

协会还精心策划各种公益活
动，向社会募集帮扶资金（含物资
折合）1600 万元以上，用于帮助困
难群众。

雷锋曾在日记中写道：“一朵鲜
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让更多人向
上向善，离不开对好人氛围的营造。

今年7月11日，宜章县委副书
记傅景龙组织全县200名好人协会
会员游览莽山，享秀丽风光。这是
宜章县开展的“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好人畅享莽山活动，也是该
县礼遇好人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县出台乡风文明建
设等系列实施方案，开展“学好人、
做好人，创好人之城”，及道德“红
黑榜”评选活动等，积极营造学好
人、做好人的良好氛围，同时不断
提升好人的待遇。

县里建设好人街、好人公园、
好人文化墙、好人网、好人馆，全方
位呈现宜章好人的故事，让好人上
电视、上报纸、上讲堂，让好人成为
群众心目中的“明星”。

评为“宜章好人”奖励 1000
元，评为“郴州好人”“湖南好人”

“中国好人”的奖金依次递增。而
荣登各级好人榜的好人，还可享受
免费体检、免费乘坐公交车、免票
游览县内景区、免费观看电影、节
假日慰问等福利。别人有难好人
帮，好人有难大家帮!

2014年，宜章县委宣传部牵头
成立的好人关爱协会，设置好人关
爱基金，用于资助生活困难的宜章
好人。好人协会成立后，好人关爱
协会募集的资金越来越多，让更多
有困难的好人得到了帮扶。

“宜章好人”、宜章县迎春镇好人
协会会长李军强是种粮大户，去年因
遭遇洪水侵袭，稻田损毁严重，再加
上哥哥患有癌症，家庭生活拮据。县
好人关爱协会得知情况后多次对其
进行帮扶，累计帮扶物资和金额达3

万余元。
里田镇好人协会会员李华武，

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小孩又患了病，
协会立马给他送去了5000元帮扶
资金，以解其燃眉之急。

刘真茂坚守大山，条件艰苦。有
关部门为其解决用电、电视收看问
题，同时还新建了水池、瞭望哨、修整
上山小道，让他工作起来更方便。

群众心中的好镇长宋立军去
世后，县里将他妻子陈冬容调整到
县计生委合适的岗位。

近年来，每当好人遇到困难，需
要资助时，县里各界爱心人士、企业
和单位都纷纷慷慨解囊。

好人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人
想当好人。

如今，宜章的“好人文化”感染
着全县每一个人，“好人”不再是“盆
景”，而成为当地最美的“风景”。

红色热土，江山代有好人出

好人成“军”，扶危济困显身手

礼遇好人，人人争着当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