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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国贫县”缘何率先摘帽

绿色崛起的
湖南的东南边陲，与江西交界处，罗霄山

脉绵延起伏，如一条巨龙由北向南奔腾而来。
在这莽莽的山林云海中，有一片纯净之地，当
雾霾锁城，人人自危，这个叫做桂东的地方清
冽得仿若世外桃源。

《桂东县志》云：“上有八面山，下有胸膛
山，离天三尺三。 ”这座湖南境内海拔最高的县
城，今年更攀上了另一座高峰———作为湖南省
内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经过国家专项评
估检查，桂东县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 2%，群众
认可度高于 90%，符合贫困县退出条件，今年
8月， 湖南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桂东县脱贫摘
帽，退出贫困县序列。 由此，桂东成为我省首个
走出贫困序列的国家级贫困县。

11 月 26 日—28 日，“再见，国贫；你好，
小康” 全国主流媒体桂东行采访活动在湖南
郴州桂东县举行，20 余家全国主流媒体、50
余名媒体记者齐聚于此， 解读脱贫攻坚的桂
东密码。

在桂东，金洞村并不是发展旅游的个例。
有人说，桂东就是隐在深闺的一位“高富帅”，

高的是海拔，富的是氧气，帅的则是这片山水的风
貌。 依托优质的生态环境，桂东成为了湖南首批全
国全域旅游的示范区，更少有人知的是，桂东也是
湖南乃至全国最早的“全域旅游”概念的提出地与
践行地之一。

2015 年 7 月，桂东被列为首个“湖南省全域
旅游发展试点县”；2016 年 2 月， 被国家旅游局
列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依
托优良生态优势，我们正全力构建山清水秀的生
态圈、欣欣向荣的生产圈、怡然自得的生活圈，把
桂东建成幸福之城。 ”桂东县委副书记、县长伍志
平介绍，桂东正全力构建“全域旅游”大格局，坚
持全景打造，即把境内景点规划成为一只以《三
大纪律 八项注意》颁布纪念地为“凤头”，以高速
连接线和沤江风光带为“凤脊”， 以三千湖风景
区、万洋山相思大草原和万亩茶叶观光园为“凤
尾”，以八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齐云峰国家森
林公园为“凤翼”的“一体两翼”式“金凤凰”。

为了让这只“金凤凰”早日翱翔出山，桂东人
坐拥金山拒绝开发，守山封矿，呵护净土。 桂东主
政者早早提出“全景桂东”， 全县产业倾斜于生
态，桂东几乎无工业，全县 23 万人中，农业人口
近 19 万。 近年来，桂东县坚持有矿不挖，将仅有
的 2 座煤矿、7 家化工厂全面关闭，关停非法砖厂
159 家，并对工业引进实行严格准入制度，进一
步剔除污染因素。 近两年先后拒绝了 30 余个重
污染、高耗能的工业项目落户。

关上工业的窗，生态经济的门却向所有人敞
开来。

桂东县委书记谭建上介绍说，近年来，桂东县
在发展生态产业中打响“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生态品牌。 积极培育康养旅游，坚持“全景桂东、
全域旅游、全民幸福”的理念，抢抓获评“首批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的有利契机，引进和建
设了一批有品位、 有档次的精品生态旅游项目和
康体休闲项目，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养生
民宿，持续创响“桂东山水爽天下”的旅游品牌，放
大“世界氧吧”的影响，实现了生态环境效益和产业
发展效益双赢共进。齐云峰国家级森林公园、“第一
军规”颁布地、红军长征首发地、三千湖风景区、三
台山公园、桂东植物园、万洋相思草山、旅游标识系
统、城乡公交一体化等旅游项目的建设，更是形成
了全域旅游经济发展圈，一座宜居、宜业、宜游、宜
寿的国内知名的养生避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呼
之欲出。

被这片神奇的山水吸引而来的，远不止刘
潮一人。

进入冬季， 许多地方空气质量每况愈下，
桂东却异军突起，用负氧离子过滤清洁人们的
心肺。

“自然氧吧、天然空调、江南夏都”，桂东的
称号很多，大多与这里的自然气候相关。 桂东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温暖湿润，四季分明，这
大概也是被群山围住而拥有的得天独厚。 这里
年平均气温 15.4℃，夏季平均气温 23.6℃。 这
里雄峰秀水，更是湖南最绿之地：85%的森林覆
盖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最高瞬
时值达 15 万个。 令大世界基尼斯纪录的专家
们目瞪口呆，匪夷所思。

于是，一句“来桂东，我‘氧’你”的宣传语，
足以打动万千都市人的心。

位于县城东北部的金洞村， 环罗霄山脉而
建，绕沤江水源头而兴。过去因为地理位置偏僻，
交通不发达，长期隐藏在深山之中，村里经济条
件差，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和孩
子留守村中，村里经济很难发展。 2014年，金洞
村依托丰富独特的红豆杉资源和得天独厚的避
暑生态环境，以乡村养生休闲避暑点建设为突破
口，大力实施开展养生度假、休闲避暑旅游带动
村民脱贫致富。

几年过去， 慕名前来休闲旅游的城里人越
来越多。今年暑假期间，金洞村每户人家为了接
待游客，“平均每天要开七八桌”，甚至有不少人
通过“月租”的方式住进农家。“以前我们村穷得
很，人均只有七分田，一年种植的田只够 3 个月
口粮，哪里还敢想什么旅游哦。家里劳动力都出
去打零工或到外面挖煤，挣点辛苦钱，只够家里
开支。 ”村民钟汉明说，现在可不同了，村里各家
各户都将房屋修缮建起了避暑休闲点， 一到夏
天家家户户都客房爆满。 村民人均年收入从过
去的 2000 多元，一下增加到去年的 4 万元。

眼下， 金洞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避暑胜地，
每逢避暑旺季房源便非常紧俏。 为了更好地服务
游客，金洞村还成立了旅游协会，对农家养生避
暑点实行酒店式规范化管理。 协会还举办酒店接
待厨艺、接待礼仪、市场营销、经营理念、垃圾处
理、食品安全、卫生知识、花卉栽培种植、庭院园
艺等培训。

随着大量游客的拥入，桂东的农家乐、家庭
宾馆等民居民宿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2015
年，桂东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下发 <百户农
家养生休闲避暑点建设点实施方案 > 的通知》，
引导广大农户创建农家养生休闲避暑点，当年休
闲避暑点新增 106家。 目前，正在营业的旅游民
宿达 402家， 遍布全县 11个乡镇场和 1个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和 1个国家森林公园内。 每户旅游
民宿平均旅游收益预计达 6万元，同比连续增长
50%。桂东县也将避暑休闲作为拳头旅游产品，力
争打造全国乡村休闲避暑第一品牌。

离桂东县城 30 公里， 有一座青
娥山。 沿着曲折的山路蜿蜒而上，云
雾缭绕，灌木丛生，空气清冽。 半山腰
上一座木质吊脚楼依山而建，汩汩清
泉从旁引流， 几只土鸡散养在旁，不
时有蜜蜂来回反复。 莫不是有“修道
者”在此隐居？

还真是。
今年已经 63 岁的刘潮是耒阳

人，1987 年从湖南工艺美术大学毕
业后一直从事绘画工作，他擅长山水
国画， 作品被国内人士广泛收藏，也
曾作为湖南美术家协会会员出访欧
美多个国家。 2010 年，一次深入罗霄
山脉深处写生的经历，让刘潮发现了
青娥山这个“世外桃源”。

“开始来桂东青娥山只是想写
生，没有打算长住，因为后来被这里
的山川美好所吸引， 就变成了长
住。 ” 刘潮请当地村民在山腰上搭建
了一间简易木屋，离开车水马龙的深
圳，在这里住了下来，每天进山拍照、
取景、写生，感受山间四时，过着隐居
般的生活。 这样一过就是 8 年。

刘潮说，在这里的生活就是自己
所一直向往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
起时”那种恬淡，这里既有张家界的
奇峰，又有九寨沟的秀水，也有草原、

峡谷、瀑布，山民性情淳朴，“有时我
背着画具在山里一走就是一整天，偶
尔遇见老乡，他们也不惊奇，只热情
地邀请我去家里吃饭。 ”

几年来，刘潮的足迹几乎踏遍了
整个青娥山，他如痴如醉地享受着这
片山水的美，并努力将这种美用手中
的画笔呈现出来。“我有一个大梦，花
上十年甚至二十年时间，画遍桂东的
山山水水，创作一幅 40 米甚至 50 米
长的罗霄山脉山水长卷。 ”他说，在这
片山水间待得越久越体会到这里的
美，如果可以，他愿意一直待在这片
大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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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生态环境，还造就了桂东农产品
的卓越品质。 近年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该
县全面发展生态产业， 在全县范围内坚持

“原生态、纯天然、全有机”标准，采取“不打
工业农药、不施无机化肥、不用工业饲料”措
施，大力发展茶叶、药材、南竹、油茶、蔬菜、
特色水果等种植业， 野桂花蜜、 甜玉米、花
豆、玲珑茶等“山货”产量年年增长。

质优味美的优质山货，也没有雪藏在深
山。 2016 年，桂东组建国有独资公司“氧天
下山货集团”，下设农业综合开发、供销、物
流 3 个子公司，11 个乡镇分公司，对全县优
质农产品“统一种养、统一收购、统一商标、
统一销售”。 每年开春，山货集团进村串寨，
帮农户敲定“一年之计”，编制农副产品收购
名录，签订协议保底收购。 为确保农产品品
质，山货集团“立字为据”，要求种养时不施
化肥、不打化学农药、不用工业饲料。 这样的

“靓女”可不愁嫁，步步高等大型超市，成了
桂东山货的稳定秀场。 在长沙、广州、深圳等
城，山货集团自设“桂东记”超市，既是品牌
展示窗口，又是直销前沿阵地。

除了稳定的线下渠道，桂东还组建了县
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延伸至乡镇乃
至村组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站点，贴身服务
农户通过电子商务销售农产品。 深山“闺秀”
桂东黄桃，也因此插上了互联网翅膀。

“桃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组织的农业技
术人员就上了山，帮助农户实行源头品控。 ”
据桂东县经济和科技商务局局长扶敏兰介
绍，桂东种植黄桃 1.2 万多亩，今年的产量超
过 220 万斤。 通过组织 2018 年桂东电商扶
贫黄桃展销活动，聚拢采购商、供应商、平台
商、媒体、本地创业青年等多方资源，线上、
线下同步销售，短短 20 多天，黄桃就销售一
空，“今年的黄桃销售一空！ 还签下了不少明
年的订单。 ”

沙田镇壕里村的村民郭志祥，原来家里

贫困，两夫妇都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下孩子
和老人留守。 2012 年，为了就近照顾家人，
郭志祥回到了家里包下几亩荒山，种上了高
山芋头和红薯。“开始的两年，种出来的芋头
得挑上几十里到外面去卖，起早贪黑收入也
很少。 ”郭志祥掰着手指头说，自从县里搭建
了电商平台， 他家的芋头有了稳定销路，售
价也比自己挑担零卖翻了一番，“现在只要
坐在家里翻翻手机， 就知道卖了多少芋头，
一年最少也能挣个两三万，不比我在外面打
工挣得少，还能就近照顾孩子和老人。 ”郭志
祥说，电商平台给了他留在家里好好创业的
信心。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桂东县电子
商务平台就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超过 1200
万元。 为了更好地帮助农民借助电商平台创
业，县里还组织专门的电子商务培训，从基
础的图片整理、 文案撰写到网店运营推广，
甚至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如何使用，都手把手
地教授。 今年 6 月起到 11 月，陆续组织的四
期电商培训，每期都学员爆满，学位供不应
求。

桂东全县平均海拔 900 米， 县城 830
米，是我省海拔最高的县城，不少群众居住
在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寒山区，“一方水
土养活不了一方人” 在这里可不是罕见现
象。 易地扶贫搬迁成了桂东重要的脱贫举
措。

自 2015 年以来，桂东县按“政府引导、
群众自愿、因地制宜”原则，把一万多名生
活在边远高寒、 灾害频发山区的贫困户搬
迁下山，集中安置。

桂东沙田，沤江湾边，周江安置点内，有
一大片整齐划一的白墙灰瓦小楼，这里是我
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联建点，也是李福雄
不曾想到过的生活：100 平方米大房子，家
里家具家电样样俱全， 小区不仅有服务中
心、幼儿园、菜市场，楼下就是电子工厂可以
上班。 丈夫去世得早，李福雄一个人拉扯三
个孩子长大。“以前就靠我一个人，种的粮食
只够家里人吃，天气好了还能打点零工挣点
钱。 挑点山货去赶圩场，都要走十几里泥巴
山路。 现在可好了，天天走的都是水泥路，收
入也稳定，感谢党的好政策！ ”

今年 36 岁的张力招和李福雄一样，都
是从离此 30 多公里外的大水村搬迁而来。
张力招一家四口常年挤在一座破旧的土坯
房内，无固定收入，家境异常贫寒，2014 年
建档立卡为贫困户。 2017 年 12 月，张力招
一家搬到了周江安置点一套 100 平方米的
房子里。根据政策规定，张力招一家四口可
享受扶贫补贴 22 万元，而且可解决扶贫贷
款 5 万元。 易地扶贫搬迁房子均为普通装
修，水、电、路等基础配套设施完善到位，真

正实现了拎包入住。 截至 2018 年 5 月底，
大水村 332 户 1018 名贫困居民已全部分
房入住新居。

把贫困群众搬迁出来实现“安居”只是
第一步，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是要解决好
搬迁群众的长远生计。 为加大就业帮扶力
度，桂东提出“确保有劳动力的贫困家庭至
少有一人充分就业”，用就业岗位“造血”贫
困户。 为此，县里采取技能培训、劳务输出、
创业带动等方式，多渠道、多形式、多种类
地帮助贫困户实现就业脱贫。 该县通过统
筹县内城乡保安维稳、卫生保洁、森林管护
等公益性岗位， 两年来共安置贫困人口就
业 4193 人。

同时， 该县与中铁等大型企业建立劳
务合作关系，通过劳务输出每年解决 1000
个以上贫困劳动力就业。 并在县内打造就
业“扶贫车间”17 家，鼓励、引导县内企业招
用贫困家庭劳动力， 对首次招用贫困户劳
动力的企业， 县财政按每人每月 600 元标
准给予初级工培训补贴，连续补贴半年。 去
年来，全县各企业招用贫困劳动力 890 人。
对积极带动贫困户创业就业的初创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的创业经营场所，在租金和
一次性开办费上，县里也给予补贴。

此外，桂东用“请进来”“走下去”方式，
邀请专家教授把就业技能培训班办到乡村
一线， 免费帮助贫困劳动力掌握一门以上
生产技能。 今年，全县组织钢筋工、烹饪、育
婴师、 机械操作、 农业实用技术等各类培
训，还把养蜂、烹饪、朝天椒种植等实用技
术培训，覆盖到全县所有行政村。

“尽管在脱贫攻坚中已经实现了率先摘帽，但对桂东
来说，扶贫工作仍然在路上。 ”桂东县委书记谭建上说，今
年 8 月， 桂东县成立了脱贫后续巩固提升工作指挥部及
12 个工作小组，继续深入推进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安居
保障、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安全饮水、农村四好公路、农
村综合服务、贫困退出就业指导等工作。

“县里虽摘了帽，但驻村工作队并未撤离，村里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都继续安排了结对帮扶责任人。 ” 桂东
县委驻村工作队队长郭星明介绍说，目前，全县的帮扶机
制继续运行，113 个村(社区)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覆盖率
依旧为 100%。

为树立贫困群众稳定脱贫信心， 桂东积极开展扶志
及“富脑袋”工程，在全县各村都建起村级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党员活动室、文化书屋、文化广场、广播“村村响”等
设施一应俱全。 全县脱贫后，通过广泛开展板凳党课、农
家夜话、现身说法和寓教于乐等形式，进一步激发起贫困
户致富奔小康的内生动力。

目前，桂东正以脱贫摘帽为契机，坚持“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提速
县域经济发展，确保贫困人口稳脱贫、不返贫，率先在罗
霄山片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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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秋， 桂东县沤江
镇网形村， 金色的玉米
挂满了房屋的外墙。

邓仁湘 摄

桂东县周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高速空中过，梦幻美景新农村。 邓仁湘 摄

桂东县沙田镇秋景。

桂东县在各地
办了一批劳动密集
型工厂。

“媒体行”记者参观采访
桂东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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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桂东县委宣传部提供

画家刘潮写生

富民产业———蔬菜种植。

夕阳映照下的桂东县城。

金光大道。

美丽新农村———桂东县普乐镇上进村。

文 /�蒋卫丰 白培生 肖雯栎

桂东长寿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