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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国军 毛茂广 彭勇超
衡东县东北部，凤凰山群峰耸立，直刺苍

穹。衡东县蓬源镇云集村就坐落于凤凰山下。
因地处偏远，基础条件差，云集村经济发

展落后，全村残疾人79人，享受低保25户46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28户95人，非建档立卡

“四类人员”54户。
2014年，一股源自湘西十八洞村的春风

吹进了这个“穷窝窝”。根据衡阳市委组织部
统一安排部署，云集村被确定为湖南省湘南监
狱帮扶村之一。2018年5月，湘南监狱扶贫干
部王爱国、郭兆华走进云集村，开展驻点帮扶
工作。

从精准识贫到精准施策，从党建引领到合
力脱贫，一个个产业项目开展起来，一件件基
础设施得以完善……云集村经济活了、人心齐
了、条件好了，村民满意度不断上升。

党建领航 勾勒脱贫蓝图
乡村发展，村支两委是“领头雁”，村部是

“桥头堡”。走进云集村驻点帮扶，工作队首要
工作便是筑好“桥头堡”、找好“领头雁”。

针对云集村村部陈旧破落，干部、群众办
事不方便的问题，脱贫攻坚驻村帮扶工作队与
村支两委多次研究，起草报告，向衡东县委、县
政府争取改建资金。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后盾单位湘南监狱出资23万元，县委组
织部出资8万元，向省财政争取资金8万元。
今年8月31日，一个功能更完善的新村部正式
建成。

针对云集村第一党支部书记缺失的情况，
经村党总支研究决定，报镇党委同意，任命工
作队郭兆华兼中共蓬源镇云集村第一党支部
书记，结合驻村扶贫工作队、驻村干部等，组建
了一支“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攻
坚一线干部队伍。

“群众事，无小事。”帮扶工作队入驻新村
部以后，认真做好帮扶工作，解决群众困难。
截至目前，共接待来访群众89次。

今年7月16日，驻村帮扶工作队得知云集
村五组侯祖生与刘乐泉因建房产生矛盾纠纷，
第一时间配合村支两委现场了解情况。见双
方争执不下，工作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站在
乡邻角度，讲好“六尺巷”乡邻间和谐礼让的故
事，引起他们的共鸣。最终，双方各让一步，签
订友好协议，矛盾得以化解。

扶贫工作能不能帮到点子上，摸清村情、
倾听民意尤为重要。驻村以来，工作队走村串
户，完成了“贫困户劳动力信息采集”“贫困户
入户调查问卷”，“贫困户三保障情况核实”“非
贫困户（低保户、残疾户、大病重病户、移民户、
重灾户）入户调查问卷”等工作，针对问卷中存
在的问题逐一解决落实。

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今年3
月，工作队组织了全村党员参加农村党员冬
春培训大会；今年七一庆祝建党98周年大会

上，工作队长兼第一书记王爱国面向全村党
员宣传扶贫政策，汇报驻村扶贫工作，吹响了

“亲帮亲、户帮户，互助脱贫奔小康”的集结
号。

党建引领，推动了扶贫工作有序开展。云
集村无论是农村综合环境治理、空心房拆除、
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抗洪抢险，处理调解各类
矛盾纠纷，都得到了有效改善。

蓬源镇镇长丁明修动情地说：“扶贫工作
队驻村以来，很多老百姓受益其中，正在大踏
步地走出贫困队伍。今年还将开展文化扶贫
工作，在云集村建设一个文化广场。明天的云
集村将更加美丽。”

产业扶贫 插上致富“彩翼”
产业扶贫是扶贫开发的关键,也是实现稳

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在产业扶贫的路上，湘南
监狱一直坚定塑好产业领路人，提高群众自我
致富的能力，努力实现“输血式”扶贫转变成

“造血式”扶贫。
云集村一、二、三组缺水干旱，无水灌溉，

耕地荒废。去年，工作队与村支两委多次协
商，充分利用后盾单位优势，对60亩抛荒土地
进行流转，引入产业项目。云集村与兆丰农业
公司签订黑木耳种植合同，以“政府+金融+社
会”的产业扶贫支撑机制、“新型经营主体+基

地+农户”的产业扶贫经营机制、“租金+股金+
薪金”的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26户
89人产业扶贫全覆盖。

“村里的人还不敢往这块产业投钱，我也
就试着搞了几亩地，如果效益好，就可以消除
群众的顾虑，然后发展全村人参与种植黑木
耳。”云集村主任侯清平说。

相比于黑木耳种植，农田种植在云集村覆
盖面更广。云集村现有水田2361亩，但因地
理位置等原因，用水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近
年来，虽然大部分村民用上了自来水，但水质
不达标，时不时还停水。如何解决生活饮水、
农田灌溉用水这个村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成
了扶贫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的一块心病。

湘南监狱与村支两委一道，积极向县、乡
两级政府争取政策、资金，帮助钻探了两口水
井，解决了周边400多人用水问题。水有了，
村里种植、养殖业迅速发展起来。目前，云集
村已有养殖贫困户10户，油茶林开发6户26
亩，贫困户产业扶贫受益和创收资金达6万元
以上。

“现在我们这里黑木耳、冬瓜、南瓜都种上
了，在自己家门前就能获得劳作回报。多亏了

‘幸福井’嘞！”村民刘年春笑着说。
“今年，我们计划建设20亩黑木耳种植基

地，创集体经济6万元，建设10亩消费扶贫基
地，生产蔬菜供应后盾单位，创集体经济4万
元。把油茶产业扶贫作为突破口，实现有油茶

林的9户贫困户长效脱贫。同时，扶持泉湖龙
虾产业基地，扩大生态油茶基地的发展规模，
依托云集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多产业功能，
使村集体经济收入逐步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
的幅度稳步提高。”驻村扶贫队长王爱国谈起
未来，信心满怀。

真情帮扶 镌刻最美“情画”
“感谢党的好政策，和李干部无微不至的

关怀，带着我们从困难落后中走了出来。”云集
村村民罗冬梅说起结对帮扶干部湘南监狱监
狱长李世荣，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罗冬梅及儿子因病致贫，丈夫侯正义常年
从事体力劳动收入微薄，就医诊治的压力像一
座大山压在他们身上，生活苦不堪言。李世荣
作为帮扶结对人，多次走进罗冬梅家中，与罗
冬梅交心谈心，了解致贫原因以及生活困难，
制订脱贫计划。去年，在政府和扶贫责任人的
帮助鼓励下，罗冬梅终于摘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对生活再次燃起了希望。

今年10月18日，罗冬梅因旧病复发再次
住院。湘南监狱监狱长李世荣来到病床前，轻
声道：“罗姐，你这是怎么了？”罗冬梅一眼就认
出了他，惊奇地说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李世荣把慰问金交给她，并询问她的病情，向
医院了解诊治情况，还帮她打开水，就像是一
家人。

“把扶贫对象当亲人”——这是自结对帮
扶之日起，便铭刻在湘南监狱结对干部们心中
的一句话。对口帮扶以来，监狱长李世荣、政
委林亲广带领结对帮扶责任人，每月对贫困户
进行走访，拉家常、听心声、解难题。

重度贫困户刘聚平因车祸导致双腿残疾，
常年坐着轮椅出行。从他家到村主干道，有一
条一米多宽，长90米的泥巴砂石路，路面凹凸
不平，刘聚平出行十分不便。“现在还有父母照
顾他，父母百年之后怎么办哟？总得让他出门
与其他村民交流，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吧！”面对
刘聚平一家人的担忧，湘南监狱党委毅然决定
为他修建一条90米长、2.2米宽的水泥路。不
久之后，工作队在帮扶责任人、志愿者协会的
助力下，这条“希望路”拉通，圆了一家三代人
的梦想。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有多少真
情。在驻村帮扶的路上，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很多。近年来，湘南监狱带着感情驻村入户扎
实开展扶贫攻坚工作，收获了群众的点赞，也
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效果。2018年底，云集村
已脱贫17户62人，今年脱贫6户22人，2020
年将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指日可待。

镌刻云集新画卷
——省湘南监狱对口帮扶蓬源镇云集村纪实

湘南监狱相
关领导和扶贫工
作队、村支两委
成员在黑木耳种
植基地了解种植
情况。

彭勇超 摄

湘南监狱相关领导带领帮扶责任人和监狱志愿者帮贫困户刘聚平家修路。 彭勇超 摄

■县情简介
涟源地处湖南中部，1951年建县，1987年撤县设市，总面积

1830平方公里，总人口114.96万人，是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
与扶贫攻坚试点县（市）、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市）。境内自然
资源丰富，是湖南能源原材料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市）；文化
底蕴深厚，是湖湘文化与梅山文化交汇之地，革命老区和湖南五
大侨乡之一。

“把摘掉‘穷帽子’当作‘没
有退路和必须打赢的战斗’！”在
2019年娄底市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誓师大会上，涟源市委书记谢
学龙坚定表示。

在推进精准脱贫中，涟源成
立脱贫摘帽指挥部，下设 11 个
分指挥部，高位推进、挂图作战，
形成凝心聚力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新格局。市委书记、市长带头
访贫问苦，赴一线了解贫困户情
况。市、乡、村三级领导签订责任
书，层层立下“不摘穷帽就摘官
帽，不换面貌就换人”的军令状，
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精准
发力的领导责任体系。

为了确保今年如期高质量
脱贫摘帽，从今年 4 月开始，涟
源市确定每月 11 日、12 日为全
市集中帮扶日，开展“全城行
动”。市、乡、村三级帮扶责任人
驻村入户开展帮扶工作，与贫困
户同学习、同劳动，扶贫又扶志，

干群亲如一家。
扶贫工作要出实效，还需要

一群懂扶贫、能吃苦、作风硬的
帮扶队伍。

湄江镇跑马村是省级贫困
村，地处茶马古道上，因道路不
畅，村民主要靠外出务工与种养
维持生计。帮扶工作队进村后，
第一件事就是帮村里修了 3 条
长达3200米的水泥人行便道。

“路难走，我们就修路；饮水
没保障，我们就想办法建饮水工
程。只要是村里缺的，我们都要
想办法补齐。”一位驻村干部说。

涟源选派了 471 支工作队
驻村帮扶，还组织13562名党员
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帮扶，实现
148个贫困村和323个贫困人口
在 100 人以上的非贫困村驻村
帮扶、所有贫困户结对帮扶“两
个全覆盖”。

贫困村不退出，贫困群众不
摘帽，帮扶队不撤兵。

蜿蜒曲折的小路尽头，一条
栅栏围着三幢房屋，这是涟源市
荷塘镇崇木村贫困户肖龙澍的
养鸡“基地”。刚从天柱山禽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学成归来”的
肖龙澍，买了2000羽鸡苗，建了
这个“基地”，决心靠自己的双手
实现稳定脱贫。

据了解，涟源是国家武陵山
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
县（市）、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市）。该市投入各方力量，以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统揽经济社会
发展，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从
2014 年 至 今 ，全 市 累 计 脱 贫
55348户174753人，148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到今年底，未脱贫
人口可减少至 2359 户 4377 人，
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 18.30%
下降到0.45%。

涟源打了一场漂亮仗，但打
得不容易。

寒冬时节，涟源市科技扶贫产业园
新马制衣生产车间内工人忙个不停，呈
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脱贫攻坚中，涟源立足自身资源禀
赋和产业基础，创新机制、靶向治疗，建
立“股份合作”“直接帮扶”“委托帮扶”等
利益联结机制，推行“互联网+扶贫”等
模式，推动扶贫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
灌”转变，多点激活“造血功能”。

扶持龙头企业。涟源建立“政府扶龙
头、龙头建基地、基地连农户”的重点产
业扶贫体系，共发展省级龙头企业 10
家、娄底市龙头企业 53 家，累计带动贫
困人口122064人发展产业，通过产业发
展带动贫困人口64442人脱贫。

涟源市康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玳玳
酸橙示范种植基地，一位老乡骑着摩托
车驶来。

“老乡，您是基地的员工吗？”记者
问。

“嗯，这山上有我‘承包’的2000棵
树，我负责日常培管，每年公司按每株
10 元的价格付工资给我。”来人是七星
街镇实竹村贫困户李梦兵，他笑呵呵地

告诉记者。
作为涟源市龙头产业之一，康麓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涟源各乡镇开辟
12个基地，种植玳玳酸橙1.5万余亩，将

“臭皮柑”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公司采
取“委托帮扶+直接帮扶”模式，联结贫
困户4510人，带动他们脱贫致富。

打造扶贫品牌。涟源深入挖掘地域
文化、区域特色、经典产品，全力打造“一
镇一特”特色产业，融合线上线下渠道，
重点打造湘山茶油、富硒蔬菜、湘中黑
牛、邬辣妈休闲食品等特色农产品品牌，
扶持建设一批良种繁育基地，搭建扶贫
产业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吸纳社会资本。涟源大力实施“涟商
返涟”战略，促进涟商资本回流，鼓励在涟
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大力开展“万企帮万
村”，组织43家非公企业与66个村开展结
对帮扶，帮扶贫困人口 1247 户 8344 人
次。积极引导、支持和鼓励小微涟商企业
资本下乡，建立扶贫车间，帮助贫困群众
实现家门口就业。到今年底，涟源累计建
成扶贫车间83家，开发岗位2656个，安
排就业2033人。

决胜

——摘帽进行时

2014年底，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77237人，贫困发生率18.30%。

2018年底，未脱贫人口38123人，贫困发生率3.94%。

2019年底，预计未脱贫人口4377人，贫困发生率0.45%。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王万超

高位推进，挂图作战，层层立下“军令状”

创新机制，靶向治疗，多点激活“造血功能”

精准施策，埋头苦干，用心填好
民生“答卷”

不愁吃、不愁穿……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
障”，既是底线性任务，更承载着厚重的民生期
待，是检验脱贫攻坚质量、成色的试金石。涟源各
级各部门精准施策，大家埋头苦干，用心填好民
生“答卷”。

今年9月中旬，涟源荷塘镇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来到砂坪东村，对患慢性疾病的村民进行饮
食、用药、健身、心理等多方面指导，让村民享受
到医疗上门服务。

涟源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养专业技术
人才、落实全科医生驻村、提供“一站式”就医结
算等举措，进一步完善健康扶贫体系，推动健康
扶贫全时段、全方位深度覆盖。

今年，涟源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57019人
次，报销 26414 万元，县域内住院报销比例达
90%。组建149个家庭医生签约团队，与全市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100%签约。投入专项资金540 余
万元，对 460 个建制村卫生室进行标准化建设，
乡村医生全部入驻开展医疗服务工作，全科医生
驻村覆盖率达80%。

涟源还全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该市共
有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3674 户 14458 人，已实现
100%入住。自2016年以来，该市坚持“用最好的
地块安置最困难的群众”，选择城镇优质地段建
设集中安置区，完善相应配套设施，让群众生活
更便捷。目前，该市在集中安置区建成26家扶贫
车间，安置就业 1200 多人，人均月收入 2000 元
左右。

对易地搬迁户后续扶持，涟源实行“五个一”
精细管理，即每户明确一名帮扶干部，定制一个
帮扶方案，选准一项脱贫产业，每个集中安置点
建立一个服务中心，完善一套管理制度。对搬迁
户，还免费开展实用技术、劳动技能培训，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种养业和乡村旅游、传统手工业、光
伏等扶贫产业，做到每户至少有一人就业，帮助
搬迁户实现稳定脱贫、持续增收。

涟源市科技扶贫产业园。（资料图片） 廖杰锋 摄

6 月 13
日，涟源市渡
头塘镇镇企
联建项目洪
家村平康种
植养殖基地。

吴世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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