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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莫成 通讯员 张军

8月10日，艳阳高照，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游人如梭。百货
商店、邮局、农家乐，生意兴旺。蓝天白云下，
一排排红墙黛瓦的特色民居和来自全国各地
的旅游大巴交汇在一起， 描绘出一幅乡村振
兴的美丽画卷。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
村考察，提出扶贫攻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湘西州牢记嘱托，
不喊大口号，也不定好高骛远的目标，而是紧
密结合本地实际， 走出了一条具有“湘西特
色”的扶贫攻坚之路。

借势发展，突破先天不足
8月初，记者来到花垣县花垣镇道二村，

只见1000多亩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郁郁葱葱，
犹如一张绿地毯覆盖大地，一颗颗诱人的猕
猴桃喻示着丰收的希望。基地里，十八洞村
苗汉子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志刚正在冒
雨给农户讲解猕猴桃病虫害防治要点。“这
些猕猴桃关乎900多人的增收致富。 现在猕
猴桃快要成熟了，一点都马虎不得！”石志刚
再三叮嘱。

该基地是十八洞村以“飞地”模式建立的。
2014年，十八洞村立足本地土壤、气候适合发
展农业优势， 与企业合股成立十八洞村苗汉
子果业有限公司， 并克服本村缺少土地的劣
势， 在湘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流转土地1197
亩建设猕猴桃基地。2018年，猕猴桃销售收入
达782万元，为村民发放分红88.5万元。

十八洞村缺少土地， 隔壁的石栏镇则是
土地肥沃、地广人稀。2014年，该镇引入企业

成立茶叶种植合作社， 借助当地的资源优势
和企业的资金优势， 成功打造10个村集体经
济。5年来，共流转土地7000多亩发展茶产业，
通过土地流转、劳务用工、股份分红等方式，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6000多人脱贫致富。

有钱出钱、有地出地、有人出人，湘西州
把脱贫攻坚事业通盘考虑，优化资源配置，避
免了“各自为战”的无益损耗，同时突破先天
不足，实现借势发展。

文旅融合，用足资源优势
暑期是旅游高峰时节， 古丈县墨戎镇龙

鼻嘴村也迎来旅游旺季， 村民们都在忙着接
待游客。“齐天坡脚有一寨，龙鼻河绕如玉带。
青山绿水结奇缘，坐在家里金自来。”这首当
地民谣所描绘的美好场景，如今已成为现实。

龙鼻嘴村依山傍水， 苗韵古香， 风景秀
丽。长期以来，这里的资源未得到有效挖掘，
村民们坐拥宝山却生活贫困。近年来，该村利
用当地丰富的文化资源、 便捷的交通进行旅
游开发，一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的变革，在深山苗寨悄悄展开。

该村发动村民以资金、特色民居、土地入
股，成立旅游公司和茶叶专业合作社，发展村
集体经济。2018年墨戎苗寨共接待游客102万
人次，创收1.5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60万
元，解决就业岗位680个，墨戎苗寨还被评为
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湘西州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革命老
区，自然风光独特，民族风情浓郁，红色文化
深厚，旅游资源丰富且有特色。近年来，湘西
州用足资源优势， 坚持把生态文化旅游业作
为发展经济的最大门路和富民强州的主导产
业， 大力推进旅游扶贫， 初步探索出景区带

村、能人带户、跨村联合、产业融合、“公司+农
户”等旅游扶贫好路子。2018年，全州接待游
客、 旅游总收入分别达到5138.72万人次、
440.95亿元， 旅游直接从业人员达6万多人、
间接从业人员30多万人，带动全州9.4万人脱
贫。

扶贫车间，服务特殊群体
8月13日，龙山县惹巴妹手工织品有限公

司扶贫车间里， 长长的货架上摆满琳琅满目
的手工织品，10余位农村留守妇女正在紧张
地穿针引线，呈现出一派忙碌景象。当前，该
公司共建有20个扶贫车间，吸收员工1221人，
其中残疾人216人、建档立卡贫困户925人。

“有些人行动不便，就让他在家做，我们
上门取货，或者他自己在网上卖。”公司董事
长谭艳林告诉记者， 为了让这些弱势群体方
便照顾家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公司还定期下
乡开展手工技能和电商培训， 让残疾人和贫
困户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居家就业， 实现家门
口增产创收。

这样的扶贫车间，湘西州还有90多家。湘
西州针对残疾人、留守妇女等特殊群体，通过
开办扶贫车间、电商培训等方式，实现了“订
单式”扶贫，既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又解决了
很多社会问题。

自2016年10月与济南市建立扶贫协作关
系以来， 湘西州积极向济南市学习“扶贫车
间”的先进经验，探索出一条通过技能培训带
动扶贫的成功之路。截至目前，湘西州共举办
各类培训班89期，培训建档立卡贫困户17291
人，帮助其中16856人实现就近就业；培训专
业技术人才12000余人次，带动16752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脱贫。

走出“湘西特色”扶贫攻坚路
———湘西州因地制宜促脱贫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祝继冠 刘杰华

已是初秋，早过了杨梅采摘季，但走进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坳上镇， 仍感受到杨梅的
浓浓气息。

作为“中国靖州杨梅生态博物馆”核心景
区，来坳上镇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登杨梅观
景台，看鼓楼杨梅文化木雕，尝杨梅饮料，在
“杨梅树王”旁拍照留念……

“乐享‘梅’好时光。”坳上镇党委书记尹
策伟自豪地说，杨梅产业带来坳上镇“美丽蝶
变”。目前，全镇种杨梅3.8万亩，2.1万人中近8
成从事杨梅产业，产品畅销大江南北，年创产
值超2亿元。前不久，靖州“杨梅小镇”坳上镇
被评为我省首批农业特色小镇。

杨梅热销农家富
说起杨梅， 坳上镇木洞村梅农杨传寿眉

开眼笑。今年夏季杨梅采摘季，杨传寿带领村里
专业合作社，通过电商平台把杨梅卖到了北京、
深圳、长沙等城市，一个月销售4万多公斤。

在木洞村，沿山路蜿蜒而上，一坡接一坡
的杨梅树顺着山势连绵起伏，煞是壮观。

“山有多高，杨梅就有多高。”尹策伟自豪地
说，坳上镇只要能栽树的地方，都栽种了杨梅。

“今年举办杨梅节，村里游客爆棚了。”
木洞村党支部书记唐自成兴奋地说，杨梅还
产生了连锁效应， 农户加工制作的杨梅酒、
杨梅饯，还有家里养的土鸡土鸭等，都成了
紧俏货。

在坳上镇其他村， 杨梅也是重要富民产
业。该镇响水村负责人说，他们村人均种杨梅

5亩，村民年人均纯收入逾1万元。

“接二连三”业态新
“穿行在茂密的梅林中，漫步在悠长的小

径上，树上是馋人的杨梅鲜果，路边有漂亮的
花花草草，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在长沙
妹子苏洁的朋友圈， 一篇今年杨梅节期间在
坳上镇的游记，收获了大量点赞。

做强一产、做优二产、做活三产，近年来，
坳上镇推动杨梅产业“接二连三”，走产业融
合发展之路，培育现代农业新业态，帮助更多
农民增收致富。木洞庄园、一品东方等企业相
继落户坳上镇，成功研发出杨梅酒、杨梅汁、
杨梅饯、杨梅面膜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把杨
梅价值“榨干吸尽”。

每年杨梅季节， 坳上镇佰诺酒庄要收购
近1000吨杨梅次品果。“落果也换成了真金白
银。” 该镇先锋村60多岁的贫困村民马凤莲
说，她每天捡三四十公斤杨梅落果卖给酒庄，
可以换回一张张“红票子”。

坳上镇还挖掘杨梅文化， 把苗侗团寨建
成特色村寨，每年举办杨梅文化节，每次引来
赏梅、品梅的客人在10万人次左右。杨梅销售
火爆，运输、包装、餐饮等行业也快速发展，全
镇旅游业年总收入逾1亿元。

“‘好产品+好业态+好服务’，带来了好效
益。” 尹策伟吟起一首诗，“山上梅林吐绿，山
水画卷四时景；山中杨梅酒庄，青梅煮酒论英
雄；山脚苗家侗寨，民族风情令人醉。”

乡风文明美如画
青砖黛瓦，绿荫掩映。走进坳上镇的村村

寨寨，到处美丽如画。“过去又脏又乱，变化真
是太大了！” 站在一栋漂亮的两层小楼前，木
洞村村民黄同来一脸欢喜地说， 村里现在这
么漂亮，好多城里的摄影师都来拍照。

近年来，坳上镇开展“乡风文明行动”，不
断提升乡村颜值，推进乡村振兴。富口袋还要
富脑袋。坳上镇各村修订了村规民约，把村庄
美、村风好等内容纳入其中。

傍晚时分，徜徉在坳上镇坳上村，阵阵悦
耳的乐声随山风飘来，让人神清气爽。

“这是村里舞蹈队在排练节目。”村党建
助理员唐银荣介绍，下地劳动是农民，洗脚上
岸是演员，农闲时节，每当夜幕降临，舞蹈队
成员就放下农具， 换上五颜六色的服饰排练
节目。一群群村民跟着翩翩起舞，乐不可支。

■相关链接

靖州“杨梅小镇”
靖州“杨梅小镇”坳上镇土壤肥沃 ，降雨

充沛 ，杨梅栽培历史已有2000多年 ，所产木
洞杨梅有“江南第一梅”之称，在古代是朝圣
贡品。古诗云：“木洞杨梅尤擅名，恨不移根植
上京。”全镇现种杨梅3.8万亩，年产鲜果1.2
万吨，鲜果销售收入2.4亿元，是靖州杨梅核
心产区。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下 ，坳
上镇主攻杨梅保鲜， 杨梅贮运技术获得重大
突破， 库内保鲜期已达18天， 有效公路运输
520公里，有效铁路运输达到1800公里以上。
杨梅摘下来， 通过全程冷链物流， 只需24小
时，就可与北京市民“甜蜜邂逅”。

———来自我省首批农业特色小镇的报道

乐享“梅”好时光
———靖州“杨梅小镇”坳上镇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万里

8月13日， 记者在永州市零陵区东岳
宫社区，见到张凤娥时，她正在耐心地为丈
夫注入流食。

“这么多年来，她照顾我的母亲，救我
的命，她真的太辛苦了！”说不岀话又不能
直接进食的秦建平， 用手笔划着向记者
“说”岀他对妻子张凤娥感激的心声。

现年65岁的张凤娥，是永州市零陵区
黄田铺镇中心完小退休教师。 她不但是一
位可亲可敬、乐观向上的好老师，还是一位
对丈夫“不离不弃”的好妻子，对公婆孝敬
有加的好儿媳。 她鼓励、 支持丈夫与鼻咽
癌、舌癌作斗争20多年，自己患有乳腺癌
后， 仍不辞辛苦照顾丈夫和病瘫婆婆。 她
的感人事迹，让她荣登中央文明办今年5月
公布的“中国好人榜”。

从教30多年的张凤娥， 工作认真、爱
岗敬业，多次被评为市区先进教育工作者、
“三八红旗手”。1999年， 张凤娥因公出差
发生车祸，身体多处受伤，3颗门牙掉落，头
部缝了30多针，被定为三等残疾。因为身
体原因，她不舍地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从
事学校后勤工作直至到龄退休。

1995年7月， 张凤娥的丈夫秦建平不
幸身患鼻咽癌。 家中重担全部落在她一人
身上。她陪同丈夫南下广州，到南方医院治
疗。在前后3个月的放疗中，她每天细心照
料丈夫，鼓励丈夫与病魔作坚强斗争。

2015年， 张凤娥丈夫又患上舌癌，这
无疑是雪上加霜。舌癌手术风险大，费用亦
高达40多万元。手术后，伤口又不幸感染，
刚出院又住进医院。 张凤娥天天守护在病
床前，帮他吸积液、换纱布、换插管，昼夜照
料、寸步不离。

多 年 的 病 魔 折
磨， 使秦建平体质变
得很虚弱。在化疗时，
出现休克、昏迷，肺部
严重感染，持续7天高
烧不退， 医生几次发
出病危通知， 要张凤
娥做好后事准备。但
张凤娥没有放弃，每
天24小时守候在重症
监护室。 经过13天的
抢救， 秦建平的病情
终于稳定下来， 张凤
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
落下来。

20多年来，在张凤
娥的精心护理下，秦建
平身体虽然恢复得比

想象中的要好，但还是不能说话，每天靠胃
管进食、进水、进药，与人交流只能靠手写来
完成。20多年来， 张凤娥对秦建平的悉心照
料没有一天缺席。

在照顾丈夫的同时，张凤娥还悉心照料
高龄的婆婆。2013年，80多岁的婆婆因患骨
质疏松症，住进零陵区中医院。张凤娥每天
背老人到600米远的地方坐公交车，背着婆
婆上医院6楼做理疗扎银针。有一次婆婆突
患重病， 身上长有一个小碗口那么大的褥
疮，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回家休养。按
照医生的吩咐，张凤娥从药店买来剪刀、镊
子、药水，每天早晚两次帮她剪洗褥疮，一
剪就是半个月。由于婆婆长年卧床，大便干
燥拉不出来，肚子胀痛，张凤娥就帮忙用手
去掏，每天在床前要忙活一个多小时。

在张凤娥的精心照料下， 婆婆竟慢慢
能站起来， 而今88岁的婆婆不但能走、能
吃， 生活也能自理了。 邻居们都夸张凤娥
“儿媳比亲生女还好”。

外表乐观、内心坚强的张凤娥，还有更
让人称道的。2016年8月，她查岀患有乳腺
癌，到广州中山医院做切除手术，现在每年
仍要定期复查、吃药，但她却从没叫苦，也
很少与人说起, 仍然担负起家庭的重任,使
亲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点评
常言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

飞。张凤娥却用言行表明：大难来时家温暖。
张凤娥20多年如一日对丈夫不离不

弃，精心照顾身患绝症的丈夫，悉心照料年
已高龄的婆婆。虽然自患癌症，但仍坚强面
对, 孝老爱亲、 无私奉献的精神却始终如
一。这种平凡中的大爱，诠释和彰显了中国
普通妇女的伟大，让人感动和敬佩。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张凤娥：大难来时 爱不缺席

� � �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吴嘉玲 苏芷妍）8月14日，第十八届“汉
语桥”决赛第八场在湖南长沙落幕，来自澳
大利亚的小马、埃及的诗雨、美国的罗明彦、
摩尔多瓦的安子轼和缅甸的蒋天改凭借高
超的汉语实力过关斩将，荣获五洲冠军。

本场“汉字九宫格”环节的诗词题围绕
中秋月圆之时。“西北望乡何处是， 东南见
月几回圆”，白居易诗句中流露出的对亲人
的思念深深打动了现场选手， 来自俄罗斯
的玛丽亚动情地说道：“当我学汉语的时
候， 所有人都不看好我， 多亏了父母鼓励
我，我才有机会实现梦想。我现在很想念我
的父母。”苏轼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被
誉为“中秋词之绝唱”，其中的“转朱阁，低
绮户，照无眠”让选手们纷纷抓破头皮，全

场只有缅甸选手蒋天改答对。 他谈到因为
喜爱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而记住了这首
词，并在现场深情献唱。

本场的视频题是15位选手在上海新
松、山东曲阜、河北“复兴号”进行文化体验
的精彩记录。 选手们在上海新松与机器人
打乒乓球，在河北“复兴号”感受中国科技
领域的成就， 在山东孔子研究院研习儒家
文化，从多维度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 来自俄罗斯的玛丽亚说：“在我看
来，中国新四大发明中高铁位居榜首，而且
也是我最想带回国的‘中国特产’。”

据介绍，全球5强选手接下来将向全球
总冠军发起最后的冲击。比赛内容将于9月
2日起每周一至周四19时30分在湖南卫视
播出。

五洲冠军新鲜出炉

� � � �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王向）白天烤、夜里焖，连日来，湖
南大部高温持续。气象预报称，未来一周，
全省大部地区高温还将天天见， 最高气温
普遍在36至38摄氏度左右， 炎热持续，需
注意防暑防晒和补水。

今天中午，长沙市开福区，原本晴朗的
天空忽然浓云密布，大雨倾盆，雨后蓝天如
洗、空气凉爽。长沙市今年来第一次人工增
雨作业，为市民带来了一缕清凉。据了解，7
月下旬以来， 长沙持续出现晴热高温少雨
天气，抗旱形势较为严峻。8月14日，长沙
县气象局人影办入驻炮点，24小时值班等
待作业时机，8月15日12时16分，在位于长

沙县福临镇的作业炮点， 发射了两枚人工
作业火箭弹， 拉开了长沙市全市人工增雨
序幕。 此次人工增雨周边最大降雨量为高
桥桐仁桥，1小时降雨量31.8毫米。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省内大部高
温持续， 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降
雨总体偏少，多分散对流性降雨。气象专家
提醒，高温持续，公众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
段的户外活动，特别是老、弱、病、幼人群，
需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注意作息时
间，保证睡眠，必要时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
降温药品。此外，夏季易出现短时强降雨、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需及时关注临近
预报和预警信息。

高温天还没完

长沙人工增雨首战告捷

� � � � 湖南日报8月15日讯 （记者 孟姣燕）
省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7月全省规模工业
新型能源发电量为7.51亿千瓦时， 同比增
长21.5%。在新型能源发电量中，垃圾焚烧
发电量0.82亿千瓦时，增长20.0%；生物质
发电量1.12亿千瓦时，增长70.0%；风力发
电量4.67亿千瓦时，增长17.4%。

1至7月， 全省规模工业新型能源发电
量为53.05亿千瓦时，增长11.9%，占发电量
的比重为6.4%，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在新
型能源发电量中， 垃圾焚烧发电量5.34亿
千瓦时，生物质发电量6.99亿千瓦时，风力
发电量36.27亿千瓦时， 分别增长23.2%、
14.8%和11.8%。

前7月全省新型能源发电量增长11.9%
垃圾焚烧、生物质、风力发电量分别增长23.2%、14.8%和11.8%

� � � � 7月30日，张凤娥为丈夫注入流食。 杨万里 摄

8月15日，蓝山县
杰龙皮具有限公司，
工人在打包产品。近
年， 该县抢抓沿海产
业升级和转移的机
遇， 规划了用地3000
多亩的湘江源皮具产
业园。目前，已引进皮
具箱包企业50余家，
总投资26亿多元。

杨雄春 唐力洋
摄影报道

皮具箱包产业
发展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