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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王文

浏阳市素有东、南、西、北区之分，并有
“东区出蛮扮、南区出煤炭、西区出小旦、北区
出书担”之说。一直以来，该市北区就有无论
贫富，以培养子女读书为荣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来， 位于该市北区的淳口
镇杨柳村，沙市镇秧田村，龙伏镇焦桥村、石
柱峰村分别走出了大学本科生294名、650名、
260名、300名，其中，杨柳村博士16名、秧田村
博士26名、 焦桥村和石柱峰村分别有博士13
名和11名，成为远近闻名的博士村群。

2019年高考成绩日前揭晓，这4个博士村
再次展示出强大的实力。 初步统计显示，4个
村76名考生参加高考，65人上了本科线。

这个博士村群究竟有什么“教育秘诀”？
近日，记者走进这里探寻其中的答案。

秧田村�注重荣誉和仪式感
记者来到浏阳市沙市镇秧田村， 村子恰

如其名，村道两旁稻禾葱茏绿意一片。沿着村
口的水泥马路往村部走， 记者立即被一面两
层楼高的博士墙所吸引。

墙上展示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
信息，他们就读过的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名赫然在目。在博士们
的头像上面，是用博士帽装饰的大字———“知
识改变命运， 文化孕育美德”，“勤耕重教，耕
读传承”。 这面村民们引以为豪的博士墙，见
证了一个普通的村庄一批批农村孩子通过读
书改变了各自的命运。

离博士墙不远处， 一座颇具特色的耕读
文化馆已经落成，馆内分为家风文化展示区、
乡贤文化展示区和传统文化体验区三大板块
六个展区， 走进馆内就能被浓厚的耕读文化
所吸引，它是浏阳市唯一的村级耕读文化园。

如果没有这面打眼的博士墙和这个耕读
文化园，秧田村实在是很不起眼的村庄。

秧田村党支部书记罗鹏说， 自1977年恢
复高考以来，秧田村有800多个孩子考出了农
村，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硕士。在罗鹏
看来，博士是一种“文化资源”，在村里设立博
士墙，展示村里的耕读文化，就是通过树立榜
样激励村中孩子发愤读书。

为了鼓励小孩读书，每年高考成绩揭晓，
村干部都会带着奖励金， 去每个考上重点大
学的学生家里道贺。近些年，村里将奖励金提
高到1000元，范围也扩大了。博士家庭的门前
会贴上一个“书香家庭”的牌子，还会加送一
块“博士匾”。

村民屈伟员的女儿屈婷是博士墙上第一
个女博士。2003年，屈婷考入南开大学，一直
读到了博士。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屈婷的家里就有一块“博士匾”，屈伟员将匾
挂在客厅，进门即能看见。

杨柳村�好家风成就博士村
杨柳村由原杨柳、东团、金黄三村合并而

成，截至目前，全村已走出16个博士生、33个
硕士生、294个本科生。村支书坦言，获得这一
美誉离不开杨柳村良好的家风家教。

走进淳口镇杨柳村每一户农家， 都能看
到厅堂内悬挂着《朱子家训》《忍字口诀》等墨
宝，家家有家训，户户都有“厅堂文化”，在全
村家家户户张贴《乡规民约》，在村居的外墙
上张贴“廉、礼、俭、信、仁、诚”，提高群众文明
意识，增强文化传承。设在杨柳村村部的文化
馆记录着从村里走出去的300多名大学生和
硕士、博士生背景，讲述着村里道德模范、文
明家庭的故事，以无声的动力、无言的激励启
发孩童们孝父母、勤读书、厚邻里，从优良家

风中汲取养分和精华，培养道德意识、造就人
格美德。

83岁的彭世雪老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她的小儿子肖利民是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
生。彭世雪没有读过书，但她相信，只有读书
孩子才有出路，就算是讨米，也不能让儿子辍
学。为了给儿子筹学费，彭世雪去15公里外的
东乡去打柴，为此常常是早晨5时出发，晚上
天黑才回家。孩子读书回来都要上山打柴、扎
扫把、干农活，从小就锻炼了吃苦耐劳精神。

肖利民一家从曾祖父开始就传承着“耕
读为本、慈悲为怀”的好家风。曾祖父肖仁谷
为富不忘济贫，有钱常助病弱，凡有讨米的临
门，一律钱米打发；祖父肖让凤秉承父德，晴
耕雨读，尽管家境富裕毫无少爷派头，十分谦
让待人；父亲肖阳春热心公益事业，村里修路
修桥救济贫困户都是慷慨解囊； 大哥肖仁乐
在广东创业，赚钱同样不忘回报家乡……

肖利民在江西等地搞实业做得很大，为
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 他不忘为家乡建设出
钱出力。杨柳村新屋组修路捐12万元，肖祠组
修路捐20万元，黄泥塘组修路捐11万元，村饮
用水工程捐10万元，村学校维修捐10万元等；
2007年以来, 杨柳村70岁以上老人每年春节
慰问金500元以上，对因病、遭灾的村民,肖利
民都慷慨帮助，被当地村民称颂。

焦桥村�崇文重教有好传统
126年前，浏阳北乡淳口人、举人彭子铨

卖掉祖宅及家中100多亩农田，联合当地34名
士绅创建了文光书院，竣工当日，湖南巡抚吴
大澂和湖北巡抚谭继洵分别送来了“正谊明
道”和“镕范文林”的贺匾。文光书院的创建故
事至今传为一段佳话。

而在浏阳北乡龙伏镇焦桥村， 一个现代
版的“文光书院”故事正在演绎。该村的焦解

歌希望学校原本是焦氏宗祠，2004年，焦桥村
与塅里村并村，焦桥小学面临撤销。在此情况
下，焦桥村博士、时任海南医学院院长的焦解
歌带头捐款筹集资金80万元， 村组无偿捐献
土地20余亩, 并发动政府和社会出资捐款，共
筹集资金398万元建成了现在的焦解歌希望
学校。目前，这所小学有6个班近300名学生。
焦桥村走出去的不少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
都曾在这所小学读过书。

瞿志民的3个孩子都特别会读书，二女儿
瞿芳芳曾是上海生命科学院的博士， 大女儿
瞿芬芬和小儿子瞿攻都是硕士毕业， 现在都
毕业参加工作。 瞿志民从小就注重孩子学习
习惯的培育， 他的3个孩子平时学习都很自
觉，一定要做完功课才看电视。二女儿瞿芳芳
聪明，刚考到浏阳一中时，学号是16号，瞿志
民知道是按成绩排学号后， 回家后就跟瞿芳
芳说：“班上还有很多成绩比你好的， 希望你
加油努力。”瞿芳芳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排到
了年级第一名。瞿志民一家爱读书有传统，上
世纪70年代家庭条件不好， 但是瞿志民和他
的5兄妹都读完了高中，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
的事。如今，瞿家6兄妹大家庭中的15个孩子，
有14个读了大学。

父母亲从小带孩子下地干农活， 让孩子
体会到农民的艰辛，要想鲤鱼跳龙门，只有读
书一条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大学在龙伏
镇焦桥村一带蔚然成风。 焦桥村村主任焦攀
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焦桥村出来的大学生
有600多人，占全村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其中
本科学历260人，硕士研究生103人，70后、80
后博士13人。

石柱峰村�化工专家成为榜样
石柱峰村是浏阳市北乡地区一个不起眼

的村子，由于交通不便利，基础条件落后，经

济欠发达，是省级贫困村。但是，这里人杰地
灵，学风浓厚。在这个5300余人的村子里，本
科以上学历300余人，硕士20余人，博士11人。
从这个贫困山村走出来一名享受国务院政府
津贴的化工专家罗方承。

提起罗方承， 村里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纷纷称赞：罗家的大儿子，那可真了不得！罗
方承现年51岁, 他本科就读于中南工业大学
（今中南大学），他不仅是柏岩村（现并入石柱
峰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第一个硕士生和
博士生。介绍自家孩子情况时，年过7旬的罗
父满脸笑容，他说：“能把孩子培养出来，我和
孩子妈妈内心都是非常自豪的， 我们为他感
到骄傲。”

罗方承所取得的斐然成就， 离不开家里
人竭尽全力地培养。罗家5兄妹，罗方承排行
老大，下面还有4个妹妹。

要养育5个孩子， 家里的经济负担不轻，
罗家兄妹打小要一边学习一边干农活。其中，
罗方承和罗家大女儿学习成绩尤为突出。日
子虽然贫苦，但罗家父母坚信，只要把孩子培
育出来，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负担5个孩子的学费， 对彼时罗家来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让罗方承能够继
续学习，罗家大女儿选择把机会让给哥哥，以
减轻家里的负担。罗父罗母文化水平有限，但
他们秉承着村里的传统信念， 鼓励孩子继续
把书念下去。

罗方承身上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 也承
载着村里人对他的期待，在罗方承之前，石柱
峰村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罗方承不负所望，
从大学生到博士生，再到化工专家，科研成就
突出,成了村里人教育孩子的一个榜样。罗方
承没有忘记培养他的乡村， 积极支持家乡各
项建设，出资为村里修路，资助贫困学生，奖
励考上大学的学生等，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4个村走出66名博士
———浏阳博士村群“教育秘诀”探寻

今日女报记者 谭里和 湖南日报记者 朱永华

两年前，作为省级深度贫困村的涟源市荷
塘镇塘湾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从最初的204户
660人突降到88户231人。近日，记者前往探访
后发现：在很多地方“能多争取一户就多争一
户”的现实情况下，塘湾村如此“断崖式”锐减，
却无一人上访。这是什么情况？

村干部亲属尽可能不进建档
立卡贫困户

谈起两年前重新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引
来的关注度，塘湾村党支部书记戴长锦和村主
任唐克健共同的体会是“压力山大”。2016年
底，塘湾村由3个自然村合并而成，下辖23个村
民小组，667户3100余人， 人均耕地不到0.3
亩，无规模化经济产业、也无特色拳头产品，村
民经济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

2017年5月，新组建的塘湾村迎来了第一
任村支两委班子，适逢涟源市出台《精准识贫、
精准脱贫专项清理行动方案》， 要求“全面诊
断、全面整改精准识贫和脱贫退出工作存在的
问题，做到符合贫困户条件的应进尽进，不符
合贫困户条件的应清尽清，脱贫把关不严的应
改尽改”。

“这项清理行动怎么推进？如何把握好这
个度？是我们需要慎重考虑的。”唐克健说。在
村支两委经过多次会议后， 终于有了统一意
见。“按照扶贫政策来办，严格执行‘四出五进’

原则。” 戴长锦介绍， 就是要将不符合条件的
“四类人员”———财务供养人员、个体工商户或
经营企业户、有商品房、有小汽车的全部清理；
而低保户、残疾人户、重灾户、移民户、大病重
病慢性病返贫户等人员全部纳入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坚持“四出五进”原则上，塘湾村村支
两委还提高了标准：村干部的亲属，尽可能不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村主任唐克健的弟弟唐
克庄多年前因病去世，两个小孩正上学，生活
比较困难。“原本他们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清理
过程中稍微照顾一下也是可以纳入进来的，但
因为是唐主任的亲属，唐主任坚持要清退。”戴
长锦说。

“断崖式”清退后全村无一人上访
经过这次整改， 原先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204户只保留了70户，另有18户符合条件的加
了进来，最后保留了88户231人。

名单在村公示栏公开后， 原先抱怨的村民
全部不做声了。 作为省级深度贫困村的塘湾村

“断崖式”地清退建档立卡贫困户，引发了三级
扶贫办的关注。 娄底市扶贫办有关领导带着担
心来调研，最后是留下赞许和肯定回去的。戴长
锦有着20多年村支两委工作经验， 对于基层情
况相当熟悉。“扶贫政策这么好， 我们一定不能
走歪。”戴长锦说，“扶贫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很多
是因为人情和‘占便宜’的思想引起的。”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做到精准识贫，如果
扶贫的各种政策给了不需要帮扶的人，而真正
的贫困户得不到扶持，就会引发矛盾；另外，建
档立卡贫困户也不是争取越多越好，如果对不
符合条件的人纳入贫困户不管不问，这是对脱
贫工作的不负责。” 戴长锦说，“这次整改路子
走正了,我们虽清退了很多不符合条件的贫困

户，但至今我们村没有一人上访。”
2017年底， 涟源市12个深度贫困村迎来

省扶贫办的检查，塘湾村是唯一一个各项指标
都达标，零反馈的贫困村。

村干部亲朋不得参与扶贫工程建设
“塘湾村的工作做的扎实、公正、透明，这

给我们的帮扶工作打下了好的基础。” 江南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驻塘湾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龙
明君说。

去年3月15日，江南工业集团帮扶工作队进
驻塘湾村，开始了3年驻村帮扶工作。“我们走访
完8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时， 就觉得村支两委的
工作不但做得扎实，而且可靠。”龙明君对记者
说，“这些因病因残致贫的贫困户， 呈现在我们
面前的，就是需要我们去帮扶的家庭。”接下来，
针对塘湾村的实际情况， 扶贫队制定了年度脱
贫攻坚计划和3年脱贫攻坚工作规划。

“帮扶一年多来，扶贫队为村里争取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143万余元，饮水得到改造，硬化
道路1.7公里，河堤修复23处；利用省派驻村工
作队扶贫资金发展中药材、油茶种植和生态养
殖；今年6月底，村级服务平台建设也已启动，
到年底， 塘湾村民日思夜想的新村部就将落
成。村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贫困户该享受的
各项到户政策也无一遗漏落实到位。” 唐克健
激动地说。 在塘湾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启前，村
支两委、工作队又开会决定，村干部的亲属不
能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没有掺和利益，就从源
头上杜绝了矛盾，扶贫的路上大家干事就会拧
成一根绳，劲往一处使。”戴长锦坚定地说。

去年底，在省市脱贫考核验收中，塘湾村
的扶贫工作满意度考核均达到100%， 顺利实
现整村脱贫摘帽。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宁玲）“湖南有良好的工业基础，也有具有影响
力的媒体品牌，若能将两者结合，将给湖南企
业带来更好的品牌效益。”今天下午，著名战略
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
荣教授在长沙晟通商学院，以“‘一带一路’中国
企业的机遇与前景———企业如何开展国际贸
易”为主题，与300多名湖南企业家进行交流。

交流现场，金灿荣从“如何理解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为出发点，生动讲解了当前的
国际形势、中国的应对之策，以及“一带一
路”中国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金灿荣认为，企业“走出去”，应紧跟“一
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找准支点；制造业
企业尤其要有掌握核心技术的思维，练就自
己的“独门绝技”，而且要抱团出海形成行业
合力，最终达到扩大国际朋友圈、并与国际
合作伙伴互利共赢的目的。

曹娴

石门益添壹碗粗粮面有限公司在注册
为企业前，是5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生产
的粗粮面条食品属于“三无”产品，进不了大
型超市，也不能网上销售，每年销售额不过
30万元左右。2013年底，在当地政府鼓励下，
从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 建设生产线，制
定管控标准 ，进而创建 “益添壹碗 ”自有品
牌，成功打开国内外市场。到2018年年销售
额突破1000万元，短短5年脱胎换骨。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市场上，
想做成“大企业”的个体户，同样比比皆是。

目前，我省个体工商户超过310万户，占
市场主体的3/4以上，并以月均3万余户的速
度增长。个体工商户成本低、门槛不高、灵活
性大，但同时存在法人缺失、管理粗放等先
天不足，在管理、用工、融资、市场开拓、品牌
形象等方面存在发展瓶颈。

从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绝不是简
单的名称变化，“个转企”后，市场主体的管理会
更加规范，资产更有保障，融资更有渠道，经营
能力和抗市场风险能力更强。 这样生动的实例
湖南就有不少。 步步高集团从一个小批发部发
展起来，现在全国门店近700家；盐津铺子的前
身是浏阳一家风味小吃店，现在成了“中国零食
自主制造第一股”；克明面业则从一家做挂面的
小作坊，跃升为国内挂面行业领先企业……

然而，不少个体工商户因为固守传统观
念、传统经营模式等主观原因而“不想转”，
同时还面临“企业负担重不敢转”“转型手续
多不易转”等客观原因。

“个转企”要加速，需要通过政策牵引，
省工信厅等7部门近日出台了推进个体工商
户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就是在为这一进程
加油加力；同时，也需要个体工商户勇于冲
破自身束缚，在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里充分释
放发展的潜能和活力。

■专家解读

浏阳北乡素有
崇文重教的传统

“在浏阳北乡出现的博士村群 ，
与当地崇文重教的传统不无关系 。”
文史专家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
先枢说 ， 浏阳素有崇文重教的传统 ，
宋代理学家杨时奠定了浏阳文脉之
基 ，中国现今保存最好的文庙之一的
浏阳文庙也是浏阳崇文重教的见证。

“位于沙市镇的文光书院一度号
称浏阳八大书院之首， 书院教学不把
学生束缚于制举之业， 而以造士育才
为本 。到现代 ，这种学风尤盛 ，以致浏
阳北乡人才辈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就是龙伏镇人。”
陈先枢说 ，现在 ，书院虽然没有了 ，但
还有学校 ，还有农家书屋 。如秧田村 ，
就有2所学校，1个很好的农家书屋。学
校和农家书屋这个没有围墙的学校 ，
为村里青少年的成长和村域文化气息
的蕴涵，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浏阳市委宣传部门曾就博士村群
现象展开过专题调研。 该部门出具的
调研报告指出： 浏阳北区人因浓厚的
耕读传家风俗的影响， 在浏阳受到乡
邻尊重，并成为学习楷模。由于资源相
对缺乏、经济发展稍微缓慢等原因，浏
阳北区日渐形成了崇尚读书、 尊重读
书人的社会风气，“砸锅卖铁也不穷教
育”成为北区人的一致态度，资助贫困
学生读书的氛围相当浓厚， 形成了特
色书香文化。 这些都为博士村群的出
现创造了条件。 （王文 整理）

■记者手记

不屈的浏阳北乡人
王文

浏阳博士村群的出现绝非偶然 ，
它是浏阳北乡“耕读”文化所孕育出的
丰硕成果。

走访博士村的过程中， 我想起了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
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在求学路上，北乡学子始终以“读
书改变命运”为人生信条，用一个个鲜
活的例子书写着 “鲤鱼跃龙门” 的故
事。当他们取得成功之后，也不忘回馈
家乡：捐资建学、修路修桥,改变家乡面
貌，开展经验交流 ，分享学习技巧 ，为
后来者树立榜样。

在求学过程中 ，耕田不但没有成
为莘莘学子跃出农门的阻力 ，反而成
为激励他们前进的动力 。博士村群走
出的许多博士 ，都有一段从小跟父母
下地种田的经历 ，通过耕田从小锻炼
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 ，更加珍惜学
习的机会 ，也成就了当地独有的 “耕
读文化”。

在浏阳北乡 ，我们看到了一个真
实的博士村群 ，它也将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北乡人继续奋斗 ，追求更美好的
生活。

涟源市塘湾村：“贫困户”断崖式清退后———

为何无一人上访
记者在扶贫一线

� � � � 6月2日， 浏阳市龙伏镇焦桥村， 博士焦解歌带头捐款筹资建成的焦解歌希望学校。 王文 摄

谈经论市

企业“走出去”要抱团形成行业合力
著名战略学者金灿荣教授为湘企“支招”

从“千家万户”到“精兵强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