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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到 山 花 烂 漫
——追记“最美扶贫书记”黄诗燕

▲ ▲（紧接1版）11 月 30 日清晨，送别黄
诗燕的车队缓缓绕城一周，悄然离开——

他愿意这样悄悄地回家。“他平时
最怕的，就是麻烦别人。”妻子彭建兰
懂得他的心。令她痛彻心扉的，是 11
月 24 日，她没能说服身体不舒服的黄
诗燕留在株洲的家，留在她身边:“他
说第二天有工作，连夜赶回了炎陵。”

回想黄诗燕最后的生命轨迹，人们
感慨，为了脱贫攻坚，为了美丽幸福新炎
陵，他拼尽了最后的力气。

11月24日晚，他因胃部剧痛彻夜未
眠。

11 月 25 日，他没吃早餐，去县医院
检查，发现胃和心脏都有一点问题。但
他只吃了点胃药，就赶去参加了炎陵县
中医院新址落成活动。

11月29日早晨，黄诗燕只喝了点稀
饭。饶祥明劝他不要去开会了。但黄诗
燕说，脱贫攻坚是大事，必须参加。

“脱贫攻坚，是头等大事，是民生工
程，压倒一切！”

“切实解决问题，实事求是，不弄虚
作假。”

“落实、落细、落小，切实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

……
与会者的笔记本上，留下了黄诗燕

的最后嘱托。

贰 沉甸甸的数据，
让他深感责任重大

2011年6月25日，47岁的黄诗燕走
进炎陵县委大院，成为这个20多万人口
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此前，他是株洲
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主任。

从市委大院到边陲山区，也有人背
后咬耳朵：还不是镀镀金，过两年“曲线
救国”，进城升官咧。

黄诗燕没有理会这些闲言碎语。
7月的大暑天，他戴上一顶草帽下乡

去了。
他去了离县城最远的策源乡梨树洲

村。这里地处湖南第一高峰酃峰下，旅游
资源丰富，却是当时株洲唯一的“无电村”。

60多公里崎岖山路，黄诗燕花了3个
多小时。村党支部书记伍英华向他诉苦：
村民自己装的小型发电机电压不稳，由于
用电强度大几次把发电机给烧了。全村共
25户80余人，年人均纯收入仅1000余元。

他去了中团村的一户果园，和正在忙
碌的市农业科技特派员谭忠诚聊起了炎
陵的黄桃。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县农业
局从上海引进了100株芽苗。虽然炎陵
有适合栽种黄桃的独特地理条件，但历经
近30年发展，还是规模不大，质量不高。

黄诗燕短时间内先后走访了全县
11个乡镇（场）、54个贫困村。他越走心
情越沉重，沿途一幅幅图景在心中挥之
不去：船形乡水垅村大半村民住在“杉皮
屋”里，逢雨必漏；下村乡坳头村村民好
不容易种出来的水果，因山路闭塞，一公
斤两块钱贱卖给商贩……

一个多月的调研下来，黄诗燕摸清了
家底：2010 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2970元，分别相当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
的52.8%、38.8%；按当年人均收入2300元
的国家贫困标准，全县贫困发生率很高。

沉甸甸的数据让他寝食难安。历史
的机遇，更让他深感责任重大。

贫困是文明社会的顽疾。中国共产
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许下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的铮铮誓
言。在战胜贫困的道路上，党带领人民栉
风沐雨，接续奋斗。2011年5月27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纲要（2011-2020年）》，将罗霄山片区列
入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炎
陵县纳入了罗霄山片区国家级贫困县，成
为国家新一轮扶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
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2015年
11月，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脱贫攻坚大
战打响。炎陵扶贫的重担，历史性地落
在了这个出身农家、毕业于农校、对农民
一腔深情的湖南汉子肩上。

炎陵，这片浸透着革命烈士鲜血的
热土，也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领军人物
的到来，他将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凝聚
起这片土地积蓄起来的所有力量，打赢
脱贫攻坚的最后一战。

叁 “山沟沟里的县委书记，
眼光放得很长远”

炎陵脱贫攻坚，路在何方？
2019年12月27日。在炎陵县县长文

专文的办公室里，文专文指点着墙上一幅
炎陵县地图，感慨黄诗燕作为炎陵脱贫攻
坚的设计师，政治站位高，富有战略眼光。

“黄书记将炎陵作为一个大整体来
规划，提炼出‘四老四地’的特点：老祖宗
安寝福地、老人家革命圣地、老天爷生态
宝地、老百姓宜居乐地。他坚持发展绿
色农业、生态工业、文化旅游三大产业，
并通过修建 102 公里的旅游环线，改变
了炎陵千百年来东、西、南不联通的交通
格局。实践证明，这条路走对了。”

炎陵县副县长陈黎明，同样佩服黄
诗燕的前瞻性：“山沟沟里的县委书记，
眼光放得很长远。2013年，黄书记提出
了守住‘绿水青山’是炎陵人民的第一选
择，实现率先全面脱贫、率先全面小康是
炎陵人民的第一梦想。他很有定力，看
准了、盯下去，一张蓝图干到底。”

2017年，炎陵县成为全省第一批摘
帽的国家级贫困县；贫困发生率从2013

年底的16.57%下降到2017年的0.65%，
实现高质量脱贫。

2018 年 10 月 19 日，炎陵县召开全
县脱贫摘帽总结表彰暨巩固提升动员大
会。黄诗燕向全体与会人员深深鞠躬，
讲话非常动情，很多干部都流下了眼
泪。当他讲到“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
革裹尸还”时，还脱稿说，大革命时期有3
万多炎陵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希望大家
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继续努力。

“黄书记为炎陵脱贫而来，为炎陵脱
贫而去。”文专文红了眼圈，“你看这幅株
洲市地图，从株洲到炎陵，就像一列火车
从车头到车尾，来回近500公里，要花五
六个小时。黄书记跑了差不多9年。单
是坚持做到这一条，就不容易啊 。”

中篇
走进深冬的炎陵，随处可见枝虬叶尽

的黄桃树，或大片桃林被青山翠竹环抱，
或三三两两散种在屋前路边。米粒大的
新芽，正孕育着春的粉红、秋的金黄。

人们不会忘记，小小的黄桃，是黄诗
燕选择的炎陵县脱贫攻坚突破口，农民
们靠黄桃脱了贫，“大黄抓小黄，抓出金
黄黄”的顺口溜，是老百姓对这位扶贫书
记的最美颂扬。

言为心声，民心可鉴。炎陵县脱贫
攻坚从胜利走向胜利，幸有黄诗燕以长
远眼光规划蓝图，幸有黄诗燕务实担当，
抓铁有痕，鞠躬尽瘁。

壹 “为脱贫站台，我怕什么？”

蓝图变成高楼，唯有一砖一瓦的行
动。

通过深入调研与论证，黄诗燕与县
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形成共识：打造炎陵
生态休闲农业风光带和特色水果、有机茶
叶、无公害蔬菜、笋竹、油茶、酃县白鹅、花
卉苗木、药材八大“农字号”特色产业，鼓
励村民“量体裁衣、宜养则养、宜种则种”。

“一带八基地”的突破口在哪里？黄
诗燕将目光盯准了炎陵的黄桃。2011年，
炎陵县将黄桃产业纳入重点扶持，重点
推广良种“锦绣黄桃”，财政每年投入
500万元奖励扶持种植户。

对此决定，赞成的有，反对的也不
少：财政本来就困难，黄桃产业看不到税
收预期，每年拿钱去“贴”，值吗？一家一
户分散种植，品质如何保证？都种黄桃，
果贱伤农怎么办……

黄诗燕不为所动。在他的主导下，
全县砍掉劣质黄桃苗，培育 5 个优质高
效示范点，扶持171个科技示范户；建立

“合作社+基地+农户+电商”模式，及时
提供良种苗木、技术培训、农资供应、销
售渠道等服务……

黄诗燕成了炎陵黄桃的头号推销
员。

每年的桃花节、黄桃大会，黄诗燕都
出面“站台”吆喝；北京、广州等地的供销
对接会，黄诗燕现场促销；央视推广炎陵
黄桃，黄诗燕琢磨出推广语，“炎陵黄桃，

‘桃’醉天下”。每到黄桃成熟季节，黄诗
燕还会到路边水果店转一转，要求有关
部门两天报告一次全县黄桃销售信息。

黄诗燕为炎陵黄桃的品牌推介不遗
余力，有人好心提醒：“领导干部为产品
站台代言，不妥。你是县委书记，更容易
招来非议。”

“为老百姓脱贫站台，我怕什么？”黄
诗燕很坦然。

如今，炎陵黄桃迎来了自己的黄金
时代。“炎陵黄桃”获颁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出口新加坡、阿联酋和香港、澳
门等地。目前，炎陵全县8000多户种植
黄桃 8 万多亩，近 6 万人进入黄桃产业
链，近60%贫困人口通过种植黄桃稳定
脱贫。

“农业产业需要培育期。没有当年
黄书记花大气力抓黄桃产业，炎陵脱贫
摘帽不见得有这么早。”炎陵县县长文专
文感叹。

2019 年 11 月 11 日，市农业科技特
派员、已担任炎陵县黄桃产业办副主任
的谭忠诚在红军标语博物馆最后一次见
到黄诗燕。临走时，黄诗燕叫住他：“老
谭啊，炎陵黄桃发展进入了关键期，你怎
么看？我们找个时间探讨探讨。”

“炎陵黄桃确实碰到了同质化竞争
等新问题，他一直在思考黄桃的未来。
可惜再也不能和黄书记探讨了。”谭忠诚
遗憾地说。

贰 高质量脱贫，
要增强“造血”功能

黄桃是炎陵老百姓脱贫的大功臣。
但炎陵脱贫的舞台上，单靠一个黄桃撑
不起整台戏。

如何增强脱贫攻坚的“造血”功能，
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以农为主
的炎陵怎样才有发展后劲？

黄诗燕对炎陵脱贫攻坚有着长远的
考量。

要实现高质量脱贫，关键是提升产
业发展能力，增强“造血功能”。除了绿
色农业，发展文化旅游和生态工业，也是
黄诗燕紧紧抓住的大事。

目前，炎陵全县已形成北有红军标
语博物馆、西有炎帝陵、东有神农谷、南
有 一 批 红 色 革 命 旧 址 的 旅 游 格 局 。
2020 年 1 月 7 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
布公告，炎帝陵景区确定为国家5A级旅
游景区。

“黄书记在天有灵，会为此欣慰。”炎

陵县炎帝陵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园
平感慨。不久前，黄诗燕来炎帝陵考察
时还对他说：老李，5A要抓紧，千万不能
功亏一篑啊。

为了引进一批优质项目，让老百姓
可以在家门口安心就业，黄诗燕下足了
功夫。听说企业老总来炎陵，他连夜从
凤凰赶回来。一家企业诉苦说招工难，
他要求相关部门开着车，带着招工信息
直接进村入户……

几年间，全县首个年纳税过3000万
元、首个年销售收入过 10 亿元、首个落
户炎陵的民营 500 强企业等不断涌现，
被外界誉为贫困山区招商引资的“炎陵
现象”。

2019年11月26日，黄诗燕还陪同省
里一个考察组去湖南全康电子科技公司
考察。但这一次，平常总是激情满满全程
讲解的黄诗燕，声音低了，步子慢了，甚至
一个人在角落里坐了好几分钟……

叁 “砸锅卖铁，
也要让老百姓住上新房”

清晨，阳光带着一丝冬的冷冽倾洒，
几栋线条简单的青灰小楼安然而卧。始
建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炎陵县委大院，
朴素、低调。

“2011 年黄书记来炎陵时，大家统
一认识，不建新大院，把钱花到老百姓最
需要的地方去。”文专文回忆。

脱贫攻坚，攻的是最坚的堡垒，啃的
是最硬的骨头。贫困群众“住房难”，就
是炎陵要过的“坎”。

黄诗燕决定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扶
贫对象安居、土坯房集中改善三大工
程。但三大工程至少需要资金 3 亿多
元。对当时年财政收入仅3亿元的炎陵
县而言，这道“坎”实在不好过。

“能否只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
难题”；“资金缺口大，易地搬迁建房标准
是不是低一点……”但黄诗燕态度鲜明：

“砸锅卖铁，也要让老百姓住上新房！”
于是，县委、县政府“勒紧裤腰带”，想

方设法筹集资金，黄诗燕自己则带头“省
钱”：工作人员几次提议，对县委书记办公
室进行简单装修，被拒绝；办公桌褪色掉
漆、书柜变形，建议换新的，被拒绝……

难关就这样闯了过去。3年来，全县
1250 户易地扶贫搬迁户住进了新房，
2543户农村贫困对象实现安居，6122户
农村危旧土坯房得到改善。

现在，一栋栋新房映亮了百姓的笑
脸。船形乡水垅村 134 户村民的土夯
墙、杉皮顶房子，已变成了盖着琉璃瓦的
新砖瓦房。在距水垅村 40 公里之外的
炎陵县易地扶贫集中安置区内，村民魏
振灵的住房更“洋气”：崭新的红砖房内，
煤气灶、电饭煲俱全。“以前都是土灶黑
锅，破房烂瓦，哪里想得到有今天咧。”魏
振灵的老婆笑呵呵地说。屋后的菜地里
她种上了白菜、豌豆，还在不远处的小杂
屋里喂了几只鸡。

肆 “不能为了摘帽而摘帽”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老一辈
革命家陈云的这句话，黄诗燕视为座右
铭。

炎陵县副县长盘晓文记得，在设计
易地扶贫搬迁的住房时，黄诗燕就提出，
为了方便老百姓过日子，要给一块菜地，
一个小杂屋。以后生活好了，房子还会
加层，要按两层楼打地基，留楼梯。“去年
政策才放开，可以为群众留一些基本生
活配套。炎陵的易地搬迁房如果不是黄

书记坚持，老百姓就没这么方便了。”
2016年，江西省的井冈山市率先脱

贫。有些同志说，我们能不能也在2016
年脱贫？通过深入调查思考，黄诗燕否
决了这一方案。盘晓文至今记得他说的
话：“为了摘帽而摘帽，既不能保证脱贫
质量，也无法向群众交代，无法向党中央
交代，无法向历史交代。”

后来，一些地方出现了数字脱贫、形
象脱贫等急功冒进的现象，引起党中央
高度重视，开展专项整治。回想黄诗燕
当时说的话，大家佩服他头脑清醒，是对
历史真正负责。

下篇
一栋灰白的两层小楼掩映在绿树丛

中。一棵桂花树，正对着黄诗燕生前的
办公室。

一套深黄色的旧沙发，一张桌边掉
了漆的办公桌，两个简陋的书柜。两本
发黄的《马克思传》放在书柜里醒目的位
置。扉页上，贴着一张红底衬托的白纸，
写着一首名为“最美书记”的诗：

县委书记黄诗燕
炎陵百姓好喜欢
当官不摆官架子
不耻下问真青天

这是95岁的老党员张朝秀，送给黄
诗燕的礼物。

这两本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标
价1.75元的图书，是这间寒酸的办公室
里珍贵的宝贝，凝聚着两代共产党人的
初心与信念。

“功名利禄全放下，一心只为千万
家”的黄诗燕，将一名新时代优秀共产党
人的形象，立在炎陵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感召来者，以启后世。

壹 堂堂正正做事
清清白白做人

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前，黄诗燕
身穿白衬衫，佩戴党徽，精神焕发地站在
最中间。

“我很怀念黄书记。”炎陵县委副书
记饶祥明拿起桌上的这张合影照片细细
端详，“人们常说，当家 3 年狗都嫌。黄
书记在炎陵工作快 9 年了口碑还这么
好，他真正做到了堂堂正正做事，清清白
白做人。”

黄诗燕刚来炎陵时，饶祥明先后 3
次请他去自己家里吃饭，他都推辞了。
第3次黄诗燕说了心里话：老饶啊，我这
个人吃饭很简单，再说去了你家不去他
家，难得平衡，谁家都不去最好，我还可
以省点时间做事。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炎陵这些
年，黄书记没有接受过任何一次私人宴
请。”饶祥明说。

黄诗燕的老家就在攸县，亲戚多，但
他从没有插手过任何一个项目，打过任
何招呼。妻子和女儿来炎陵看他，也都
是悄悄地坐快巴来回。

宿舍里，沙发破了，电视机旧了他都
不准换，唯一要工作人员添的“家具”，是
两把折叠的椅子。沙发太小，来了人坐
不下，添两把折叠椅，方便他人，也不占
地方。

黄诗燕去世后不久，饶祥明收到了
黄诗燕女儿黄心雨发来的短信。她说，
现在还有远房亲戚假借父亲之名要求办
事，这是父亲不愿看到的，请他也不要为
他们办这些事。

“心雨很年轻，但很懂事。黄书记的

家教严、家风好。”饶祥明感慨。

贰 “我们都尊称他为‘黄老师’”

入夜，炎陵县委大院里，挂在大樟树
上的一盏盏方形路灯亮起来。

以往这个时候，是黄诗燕的散步时
间。

散步不仅是运动，也是黄诗燕细察
民情、精准调研的微访。路上少了一个井
盖，路边的灯没有亮，甚至大院门前树下
的一盏灯上有蜘蛛网，都逃不过他的眼
睛。黄桃上市，他常到路边的小店去询
问，甚至走好几里地赶去集贸市场调查。

有一次，黄诗燕在散步时发现，街头
垃圾堆得比较多。他立刻打电话询问，
原来是一个垃圾处理厂搬迁与当地百姓
的协商出了问题。他立即通知相关部门
开会。“会上他发了火：这是老百姓生活
的大事，必须连夜解决，明天早上看结
果。”炎陵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黄建中
回忆。

散步，还是黄诗燕与干部群众心连
心的贴近。

和大院门口的保安聊天，他发现保
安室天花板漏雨，通风不好，马上通知后
勤部门改善；接龙桥边碰到一位残疾人，
他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并打电话请县
民政局将其送回家。

黄诗燕去世后，炎陵县鹿原镇党委
书记贺勇一直没有勇气再走那条熟悉的
路线。因为“每次路过都是一种煎熬”。

2017年3月，贺勇调任县委办常务
副主任。“当时我觉得自己40岁了，有点
本领恐慌，甚至不想干了。有一天他改
完我起草的综合材料后，邀我在大院里
散了几圈步，以‘老办公室’的身份和我
分享他的经验，我的心一下就安下来
了。”

令贺勇和其他干部都记忆深刻的，
还有黄诗燕的博学多才。他记忆力惊
人，散步时，《资治通鉴》《三国演义》里的
一些段落，能一字不差背出来。“私下，我
们都尊称他为‘黄老师’。”

叁 “黄书记，
你永远是我们的好书记”

2019年12月28日。炎陵县霞阳镇
大源村。村委会窗明几净，国旗飘扬，一
条被村民命名为“大源高速路”的公路，
通到了最高处的一户人家。

2015年，黄诗燕联点帮扶大源村。
黄诗燕出生于攸县，是从小吃不饱穿

不暖的苦孩子，家里油坛子难得舀出一勺
油。贫苦的经历，让他对农村、对百姓、对
脱贫攻坚倾注了最纯朴真挚的情感。

大源村党支部书记唐自华记得，黄
书记第一次到村里，就去了贫困户廖成
运的家。70多岁的廖成运体弱多病，儿
子廖建文劳动能力也不强。一家人住着
两间土坯房，几乎家徒四壁。

廖成运一家成了黄诗燕定点帮扶的
对象，他还和廖建文同吃同住。尽管房
子狭窄，旁边还放着尿壶，他一点也不在
乎。在他的帮助下，廖成运一家搬到了
安置新房，廖建文到离家不远的工厂上
班，每个月有近4000元收入。

2019 年 11 月 20 日，黄诗燕来村里
考察危房改造工作，听说廖成运身体不
好，特地赶去看望，临走时还说要给廖建
文说门亲事。

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来
到大源村。

12 月 2 日，大源村 13 位村民代表，
一早就赶去株洲悼念黄诗燕。他们带去

了村口的一抔黄土，几枝桂花，敬献在黄
诗燕灵前。

沿着黄诗燕最后留下的足迹重访大
源村，一路皆是村民们深情的怀念。

63岁的廖爹记得，那天他正在修桥
的工地上做事，黄诗燕特意对他说，你年
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没想到，黄书记他
没有保重好自己啊。”

在整洁的安置房家中，廖成运望着
墙上扶贫告示栏中“黄诗燕”3个字，老泪
纵横：“黄书记，你永远是我们的好书
记！”

肆 一位95岁老党员的遗愿

一条整洁的公路，沿着三河镇天平
村挂满金橘的果园蜿蜒而上。老党员张
朝秀的家，就在路边翠竹掩映的老屋里。

张朝秀是 1960 年入党的老党员。
他出身贫寒，父亲因病去世也无钱安
葬。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老师，1979
年从炎陵县检察院退休回到家乡。他感
恩共产党，总想着还要做点什么。家门
口有一段 700 多米长的公路，路面坑坑
洼洼，30 多年来，他就成了这段路的义
务养护员，疏通沟渠、铺整路面，风雨无
阻。

听说了张朝秀的故事，2014年4月
的一天，黄诗燕特地来到张朝秀家，看望
这位甘于奉献的老党员。他拉着老人的
手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聊天，在村里开了
现场会，号召大家向张朝秀学习。

2016 年 11 月，95 岁的张朝秀去
世。临终前，老人总念叨黄书记是个好
书记，为村里办了很多实事。他将用牛
皮纸包好的一份礼物交给儿子张福明，
叮嘱他送给黄书记——就是黄诗燕书柜
里的那套《马克思传》。

在《马克思传》的扉页里，张朝秀还
夹了一张自己年轻时的黑白照片。这名
老党员打心眼里认定，黄诗燕，就是百姓
心中“最美的扶贫书记”。

尾声
新年伊始，炎陵县脱贫攻坚巩固提

升工作再加力。
整个县委大院几乎空了，干部下到村

组，挨家挨户查找问题。贺勇两天里跑了
23户人家，每户村民的名字、村民提的意见
都记在笔记本上。这次下乡让他特别怀念
黄诗燕：“他跟老百姓打交道从不回避矛
盾，常说老百姓发点牢骚，说点怪话怕什么
呢？多一些面对面的交流沟通，真心诚意
办实事办好事，老百姓就会记得你。”

在梨树洲村，村党支部书记伍英华
张罗着新建一家宾馆。梨树洲的名声越
来越响，村民的农家乐越办越红火。当
年黄诗燕在这里考察冰臼群时不小心滑
倒的地方，也已修好了旅游栈道。

一本标记着户主为“廖成运”的炎陵
县精准扶贫手册，放在黄诗燕的办公桌
上。手册方便实用，每一项表格都经过
了黄诗燕的认真审定，曾受到国务院督
查组的好评。桌角上的笔筒、台历，安静
地等待着再也不会回来的主人。

墙上的时钟，仍在嘀嘀嗒嗒地走着。
时光深处，历史将记住，在炎陵这片

被誉为“湖南井冈山”的红色土地上，一
位百姓心中的“最美扶贫书记”，倒在共
和国脱贫攻坚赢得最后胜利的前夕。

当春风吹遍三湘大地，人们不会忘
记，黄诗燕和所有那些为脱贫攻坚而献
出生命的人们。烂漫山花中，他们的笑
容，温暖、明亮。

（株洲日报对此文亦有贡献）

2016年4月6日，黄诗燕（右一）深入炎陵县霞阳镇大坑村村民家中走访。

2011年7月，黄诗燕（左一）在炎陵黄桃基地调研。 均为炎陵县委宣传部供图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