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眼”看“湖南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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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彭业忠
通讯员 麻正规

11月9日，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
村风和日丽。 村民吴万顺挑着一担柚
子， 往水果产业园中的产业路上快步
走去。产业路上，并排停放着十多辆三
轮农用车。

吴万顺对记者说：“5亩多的地，应
该可以摘1万多公斤柚子。如果价格好
的话，也有五六万元的毛收入。我还有
3亩猕猴桃，上个月就全卖完了，纯收
入2万多元。 今年年景好哦！ ”

“我们村在果园里种出幸福！ ”66
岁、已顺利“交棒”的菖蒲塘村老支书
王安全感慨万端。

说起村里最大的喜事———习近平
总书记曾来村里考察， 王安全依然幸
福满满、激动不已。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水果产业园里，并伸手摘下柚子，问
及柚子是从何处引进的。 听说柚子是
从福建引进的琯溪蜜柚时， 总书记说
琯溪蜜柚不错。 并要求村里“依靠科
技，开拓市场，做大做优水果产业，加
快脱贫致富步伐”。

菖蒲塘村的村民们有理由高兴，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如今全村
发展水果产业园1万多亩。 3750亩猕猴
桃园，今年收获400多万公斤猕猴桃，并
且销售一空。 2680亩蜜柚，也已成熟了。

“立冬后半个月左右，正是摘柚子的
好时候。把柚子摘回家慢慢卖，到腊月间
就是旺季了。 ”村党委副书记、销售大户
王邦忠，来到果园里察看收获情况。

全村705户3152名村民，人均年收
入已达10000元，90%的果农家庭人
均年收入达3万元以上。

1988年出生的向黎黎， 毕业于长
沙环保学院电子商务专业，2013年嫁

到菖蒲塘村后就和丈夫、 表哥等几个
年轻人一起做电商， 拥有80亩的种植
基地，今年销售收入已过百万元。村里
与她一样做电商的年轻人有50多人。

果林深处，55岁的田满妹和10多
个妇女一道，挥舞锄头给田地松土，为
柚子树施冬肥做准备。

田满妹从事果树嫁接20多年了，
每年出去两个多月，怀化麻阳、株洲攸
县、重庆秀山、贵州六盘水和凯里，都
留下了村里女子嫁接队的足迹。

“你们也给我们介绍点嫁接的生
意呀 !”见记者采访，田满妹一席话引

得众人开怀大笑。
全村 90%的农户建起了楼房 ，

98%的农户实现了电气化， 自来水和
水泥路入户率达100%，该村先后被评
为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湖南省
美丽乡村示范村。

最令村民们自豪的是， 村里的乡
风文明了———打牌赌博的少了， 热心
公益的多了；脏乱差不见了，村容村貌
整洁了；好吃懒做的少了，勤奋好学的
多了，全村已走出108位大学生。

今年3月， 菖蒲塘村成立了党委，
100多名党员在村党委领导下， 成为带

领村民奔小康的主心骨。村党委副书记、
村主任滕建平说：“我们组织党员和村民
一起看了十九大直播节目， 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特别振奋，尤
其是说到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段。 ”

“对比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我们
还任重道远。 11月3日，党的十九大代
表、 凤凰县委书记颜长文到我们村宣
讲十九大精神，给我们出主意，要我们
坚持党建引领、农旅对接、产业带动、
共同富裕， 把菖蒲塘村建设成为乡村
振兴示范村，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菖
蒲塘村老支书王安全信心满满。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从领先全球的高端地下工
程装备到个性化定制的工业3D
打印技术，从现代化的工业4.0生
产线到工业机械智能云服务平
台…… 11月13日至16日，以“科
技创新，智造湖南”为主题的第
十四届海峡两岸媒体来湘联合
采访活动在长沙举行，来自海峡
两岸30余家媒体的记者参加联
合采访。 其中，来自中天电视台、
工商时报等17家媒体的20多名
台湾媒体人， 走进长沙工业园
区、工厂车间，实地感受了一把
“湖南智造”的魅力。

惊艳：智能机器人、
3D打印，“湖南智造”超
乎想象

“只需一个工人轻按按钮，
机器人便可有条不紊地搬运、组
装、焊接，将一堆散乱的零部件
变成完美成品；像电影《机器姬》
里面善解人意的机器人女仆艾
娃一样， 你随时可以挑一个送
餐、引导、讲解、导游的机器‘帮
老倌’回家……今后，有了长沙
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强大的智力
支持，这一幕很快就能在长沙变
为现实。 ” 11月16日上午，采访
团参访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长
沙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各种不同
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应用产品引
发台湾媒体记者抢拍。 这是由台
南古都广播公司供稿、台湾乐上
新闻网当日发出的一则报道。 台
南古都广播公司总经理苏恩恩
告诉记者，截至16日傍晚，古都
广播已经播出4则现场新闻，同
时向其他合作媒体供稿33则。

“个人觉得在日趋激烈的区
域竞争中， 制造业的智能化水
准，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城市之竞
争力，只有抢先布局，抢占制高
点，打造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新
一轮的产业革新中赢得先机。 ”
苏恩恩称赞说，长沙智能机器人
硏究院从培养、引进、孵化技术
人才，到推广机器人和智能装备
技术的整合与应用，将引领长沙
乃至整个中部地区的智能制造
和创新科技产业提档升级。

11月15日上午，华曙高科的
3D打印展厅里精美绝伦的展品，
让采访团驻足称奇。 在这里，牙
齿、灯具、运动鞋、仪表盘等，都
可以通过3D打印出来，还可以实
现个性化定制。“‘湖南智造’超
乎想象。 ”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
张卉林说，回到台湾将制作专题
片介绍湖南的智慧智造，让台湾
的同胞也了解当今大陆的智慧
化产业发展现状。

惊叹 ：“鱼米之乡 ”
造出 “大国重器 ”，科技
创新提升传统产业

11月14日，站在铁建重工盾
构机车间内。 一台即将奔赴前线
的9米级土压平衡盾构机， 让采
访团的媒体记者们第一次近距
离感受盾构机的磅礴气势。

传统“鱼米之乡”造出的“大

国重器”，无疑让记者们兴奋。不少
记者纷纷拿起手中的长枪短炮，选
好角度，记录下眼中盾构机最美的
画面。盾构机背后的故事更勾起了
记者们的挖掘欲望。

“2017年铁建重工生产的盾
构机率先出口俄罗斯、 土耳其，
在闻名遐迩的‘地铁之都’莫斯
科挑战世界极寒环境……”被记
者们团团围住的铁建重工海外
部总经理朱汉军，为大家讲述起
铁建重工的“一带一路”探索之
旅。 他介绍的铁建重工进军台湾
市场的情况，更是引发了一轮提
问热潮。

采访结束后，台湾指传媒社
长游胜钧以《铁建重工技术领先
国际， 台湾交通发展贡献良多》
为题，发出了一则报道。 他说，铁
建重工的盾构机从无到有，再到
关键技术赶超德、美，领先世界，
让他感受到湖南在技术创新上
的爆发力。

一台机械装备出现故障，驾
驶员还没来得及打报修电话，维
修分队已经赶到了现场，进行及
时维修；用户可以通过手机上的
App及时查看装备的地理位置，
性能及运行情况…… 11月15日
上午， 在中联重科的展厅中，智
能云服务平台提供的智能化服
务水平令台湾媒体记者惊叹。 工
作人员的现场演示，让大家深切
感受到科技创新给湖南传统产
业带来的升级与发展，纷纷为之
竖起大拇指。

点赞： 从人文山水
到科技创新 ， “湖南面
孔”日新月异

这次的联合采访团中，有不
少台湾媒体人都是湖南的老朋
友。 自由新闻社社长袁天明就已
经是第五次来湖南了。“每次来
都能感受到湖南各方面的发展
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袁天明说，
以前来湖南，看的是湖南的杂交
水稻、人文山水，这次来湖南之
前， 收到联合采访的行程安排，

“科技创新、智造湖南”这个主题
让他对采访行程充满期待，几天
的实地参访，湖南智能制造的发
展速度和发展成果更是让他倍
感惊艳。 在袁天明看来，这些成
果的取得，是湖南地方政府和民
众上下一心， 共同努力的结果。
他表示，今后会更积极促成两地
记者协会间的交流交往活动，促
进台湾民众对湖南的深入了解。

采访团中，还有一位资深台
湾媒体人旷湘霞，更是与湖南渊
源深厚。 旷湘霞祖籍湖南，虽然
在台湾出生长大，但对湖南充满
感情， 尤其对湖南菜情有独钟。
以前在电视台工作期间，曾经多
次前来湖南，亲眼见证了湖南这
些年日新月异的变化。

“以前只知道电视湘军厉
害，没想到湖南的智能制造也这
么厉害。 ”旷湘霞更是为湖南经
济飞速发展背后的推动力点赞，
她说，这说明湖南省委省政府决
策清晰，有远见有目标。 作为一
名湖南的“女儿”，她言语中倍感
骄傲和自豪。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杨贵新

“我把家从海口搬回老家，是为了
尽力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乡亲们不
脱贫，我不离开和平村。”11月13日，在
隆回县大水田乡和平村， 今年国庆节
期间将家搬回家乡的海南三合泰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万春， 站在正
在建设的新家前， 再次向乡亲们作出
承诺。

今年51岁的李万春是和平村人，小
时候家境贫困，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学做
木匠，后来凭借其精湛手艺，成为一家
国有企业的员工。 2002年，他在海南海
口自主创业，成立了海南三合泰幕墙装
饰有限公司。 经多年打拼，其公司已发
展成为年产值达3亿多元的综合性大型
企业集团，他也成了亿万富翁。

“自己富不算富，带领大家致富才
算富。 ”这是李万春说过的一句话。

和平村是一个偏僻小山村， 平均
海拔1000余米，进村要走10余公里崎
岖山路。“山陡路窄十八弯，有女莫嫁
和平村”，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
村里贫困程度深，全村952人有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225人。

2014年，李万春回到阔别20余年
的和平村，决定从投资修路做起，改变
家乡贫困状况。 2015年，他捐款100万
元，修建了一条通村公路。 接着，又为

改善村里道路配套设施捐款10万元。
为了帮助和平村早日摘掉贫困

帽，今年10月，李万春与村里签订了结
对帮扶合同， 并承诺乡亲不脱贫就一
直留在村里。

一诺千金。 为了让乡亲们吃下定心
丸，李万春把家从海口搬回和平村。 他
说：“只有把家搬来了，才能尽心尽力帮
助村民，尽快带领他们脱贫致富。 ”

和平村支书廖新梅介绍， 李万春
计划通过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智力帮
扶等，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她说，李万
春已先后从村里招聘30多人到其公司
务工。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张敏 刘宏文

11月10日， 涟源市桥头河镇义溪
村一片繁忙景象， 村民们正抓紧时间
抢收最后一批稻谷。 贫困户廖爱莲笑
呵呵地说：“过几天客户就要来收谷
了，没想到种水稻也是个好行当。 ”

位于涟源市桥头河镇北部的义溪
村，受采矿影响，地陷严重，水源枯竭，
大量耕地抛荒。 村里几乎没有经济来
源，全村贫困户116户347人，是一个缺
钱少粮的贫困村。

“刚进村的时候，看着大片田地荒
芜，真的很心痛。 没有产业支撑，村里

上访的群众也很多。 ” 谈起村里的情
况，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湖南省分公司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李湘涛感慨良
多。 2015年4月，李湘涛率扶贫工作队
正式进驻。 经过两个月的实地考察和
反复研讨， 扶贫工作队和村支两委提
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这个采矿沉陷
区发展双季稻种植。

脱贫思路一经公布，少数村民持怀
疑态度：“在这缺水严重的地方，人畜用
水都困难，还种植水稻？ 简直是笑话!”

“不管发展产业还是提升村民生
活品质，解决水的问题是根源。 ”扶贫
工作队向公司申请， 拿出40多万元新
建3口水井， 疏通和整修水利设施，开

挖灌溉渠道， 不仅解决了村里的用水
问题，还实现了水利设施的更新升级。

2016年， 在扶贫工作队帮助下，义
溪村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实行股份制
运作，村民可将耕地流转到合作社，进行
统一耕种，享受分红，还可通过务工形式
获取工资收入。当年，合作社共种植双季
稻200亩，增产粮食3万公斤，贫困户从
合作社获得的劳务收入就达30多万元，
人均增收1000元。 今年，合作社进一步
扩大规模，并添置了6台农用机械。

“这批晚稻， 已经被预订了一大
半。 我们的稻谷现在可是俏得很啊！ ”
看着晒谷坪里堆得满满的稻谷， 村支
书严育德满脸欣喜。

为帮助村民尽快脱贫致富， 扶贫
工作队把不适合种植水稻的闲置耕地
也流转了起来， 依托湖南省懿仁贸易
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形式，开发药用银杏叶项目。 公司负
责苗木供应、技术指导和产品销售，并
与农户签订长期购销合同。目前，银杏
种植面积达200亩，所有贫困户全部参
与种植。

经过两年多努力， 如今的义溪村
不仅有了水稻、银杏等产业，村容村貌
也得到改善， 贫困人口年均纯收入增
加3508元，已有77人脱贫，今年底还将
有130余名贫困人口脱贫。

李湘涛说：“脱贫不能一蹴而就。
我还想再花上一年的时间， 把村里的
这些产业做得再大一点， 让乡亲们真
正过上好日子。 ”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湖南乡村振兴探索

凤凰菖蒲塘村———

万亩果园醉心窝

精准扶贫 在三湘
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亿万富翁把家搬回小山村

稻花香里话脱贫

� � � � 11月9日， 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 村民喜摘蜜柚。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