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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蓝，砍竹子磨手，我给你送手
套来了。”3月23日，在炎陵县策源乡
竹园村贫困户蓝德胜家，炎陵县纪委
驻竹园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罗建群寻着
后山“当当”的砍竹声，上山给他送去
了劳保手套。

“送得太及时了，谢谢你。我要趁
清明节前把这几十亩已长成的竹子都
砍了卖掉，不然新笋长半人高，竹子就
不好砍了。”蓝德胜笑着感谢说。

44岁的蓝德胜曾是竹园村怨言最
多的贫困户，因老婆残疾，儿子有先天性
心脏病，他无法外出务工，又无种植养殖
条件，全家只能守着竹山过穷日子。

“破破旧旧房几间，清清苦苦过个
年”，蓝德胜当时请人写了这样一副对
联贴在自家大门上，既是自嘲，也透露
无奈。

在竹园村，像蓝德胜这样“致富无
门”的贫困户不在少数。竹园村位于罗
霄山脉深处，1700 米的海拔，山高水
冷使得这里的水稻、蔬菜等农作物生

长缓慢且产量不高，唯有山中漫山遍
野的竹子是全村152个贫困村民脱贫
的指望。

“就是这样靠山吃山的地方，在县
纪委扶贫工作队进驻前，村里竟没有
一寸水泥路。”罗建群告诉记者。村民
靠竹子谋生，但山里却没有农用车能
进出的路，砍竹子全靠人背肩扛，一个
壮劳动力一天也只能砍 10 来根竹子
背出山去卖掉，起早贪黑一个月的收
入也就1000多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建群与扶
贫工作队四处筹集修路资金，通过一
年时间，在全村10个村民小组之间修
建了12.8公里的通组水泥路，并在数
千亩的竹山中开辟了 22 公里的农用
车便道。

路通了，脱贫的希望也跟着来了。
罗建群想方设法引导当地“能人”在竹
园村兴建了两家楠竹加工厂，通过协
调用地、筹措设备、奔走销路，让竹加
工成为了全村唯一的支柱产业，一直
靠“输血”的贫困村终于有了“造血”的
能力。

“现在是产竹子的时节，村里竹子

每天产量有30多吨，加工厂按550元
一吨收购，光这项就使全村贫困户人
均年收入提高到了5000元，同时在楠
竹加工厂工作的贫困户，每人每月还
有3000元的工资。”竹园村村支部书
记孟新德说。

路修好了不仅筑巢引凤，还极大
地方便了村民运竹子出山。“现在砍竹
子，只需削掉竹节上的旁枝，就地往山
坡下一推，竹子顺势就滑到了便道上，
有了车与路，我现在一天能砍 200 多
根竹子拉出去卖掉呢。”蓝德胜笑着
说，头上满是幸福的汗水。去年，蓝德
胜还享受了危房改造政策，通过国家
补贴把四处漏水的旧房修缮一新，一
家人在新家里过了一个热闹年。

“罗队长，再麻烦你个事行不？”罗
建群准备下山时，蓝德胜憨厚地笑着
说：“你下次来能帮我带副新对联吗？
那种喜气洋洋的大红对联，以前的那
副我扔掉了。”

“好，这副象征幸福的对联我一定
送到。”罗建群笑着对蓝德胜竖起了大
拇指，然后转身朝下一户贫困“亲戚”
家走去。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健林 任泽旺

3月23日一大早，江永县
夏层铺镇马蹄村湖广界自然
村的村民们在浇水翻地，田间
地头一派繁忙。

夏层铺镇负责人介绍，村
民用于春耕生产的水，可来之
不易。

湖广界自然村自然条件
差。因常年缺水，以前村里只
有部分耕地能种下庄稼。全村
26 户 76 人，在 2014 年底，有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3人。

为改变缺水状况，多年
来，村民们可没少花心思，但
没有成功。

怎么办？2017年，江永县
委党校干部、驻马蹄村第一书
记周名杰决定改变思路，带领
大家到附近山上找水源。

当时，正值盛夏，扶贫工
作队带领村民披荆斩棘，爬遍
附近山岭，1个月后，在离村5
公里远的山上找到一处水源，
流出来的水有一根筷子大小。

大家商量，村里人口不
多，把水蓄起来，日常生活也
够用了。于是，驻村扶贫工作

队争取40多万元资金，建好蓄水池，铺
好管道，把水引到村民家中。

去年6月起，湖广界出现连续干旱，
到10月，以前找到的水源也干涸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周名杰请来水利
专家，经一个多月现场勘察，决定重启
钻井找水，确定了3处钻井点。

今年1月3日，钻井队进村作业。钻
井30米时，出现钻头空转，以为钻到暗
河了，结果却是一处干枯的暗河，大家
空欢喜一场。

在第二个钻点，钻到 110 米时，钻
到坚硬的花岗岩层，又失败了。

还要坚持下去吗？周名杰与水利专
家商讨，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
放弃。

1月20日上午9时，钻井机在第三
个点钻入 125 米时，一股清泉喷涌而
出。再往下钻5米，水量更大。经水利专
家现场测算，出水量达到每小时 30 立
方米。兴奋之余，大家把这口井称作“幸
福井”。

安装潜水泵、架设水管、清洗蓄水
池……村民们争着抢活干，一天多时间
就把井水引入原来建好的蓄水池。1月
21日傍晚，汩汩清泉流入村民家。村民
日常生活用水和生产灌溉都不愁了。在
扶贫工作队努力下，200亩香芋南瓜订
单也落了地。

村民何国军“一口气”种了40亩香
芋南瓜，他高兴地说，今年收入至少会
比去年翻一番。

湖南日报记者 陈奕樊

早春三月，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市
镇海泰栀子合作社示范基地。翠绿色的
栀子树静静地伫立田间，抽出的新芽宣
告春的来临。

“春耕备耕是庄稼人的大事，一年
的丰收都指望着这三四个月的时间。”3
月25日，全国人大代表、海泰栀子合作
社理事长杨莉从育苗大棚里拿出数百
株栀子苗，免费赠送给附近的村民，希
望他们今年获得好收成。

在田间地头上下求索
“不要小看这一棵栀子树，它浑身

是宝。”在杨莉的微信朋友圈里，到处都
是她发的栀子照片和视频。她向记者介
绍，栀子的花、果、叶、根都可利用，特别
是从栀子干果中提取的天然色素、藏红
花素，经济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阔。

杨莉和栀子的故事要追溯到 9 年
前。2011年4月，“染色馒头”事件令“人
工合成色素”成为众矢之的，最为安全
的天然色素成了食品生产中的“新大
陆”。而黄栀子正是提取天然色素最理
想的原料之一。从那时起，杨莉下定决
心，要让成本低、易成活的栀子成为农
民的致富锦囊。

2013 年，杨莉踏上了漫漫求索之
路。她独自一人跨越湘、鄂、赣、浙等 4
个省份，深入 20 多个乡镇走访寻找适
合培育的栀子。她回忆，那时路途遥远，
免不了舟车劳顿，还要克服方言困境，
但每次看到新的栀子品种，烦恼和疲惫
都立马烟消云散。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在中国林科院

遗传学首席专家齐力旺教授处，找到了
适合洞庭湖区种植的优质栀子母本。拿
到栀子母本后，她又先后 11 次前往北
京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取经”，每次都带
着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追根究底。这股韧
劲获得了专家们的肯定：“她现在的水
平完全比得上研究生。”

2013 年底，在专家们的鼎力支持
下，全国第一家由农民投资、建在农村、
直接服务农民的高科技农业实验室，在
河市镇成立。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
建设 580 亩炼苗基地，5.6 万平方米的
工厂化育苗大棚，每年具备5000 万株
的优质组培苗的研发与生产能力。

将“科技栀子”种在洞庭湖畔
“我的手机号十几年没变，主要是

怕农民朋友找不到我。”杨莉的微信里
有5000 个好友，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
农民。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微信向
她请教如何种栀子脱贫致富。

杨莉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女，是凤
凰乡河泊潭村村委会主任，深知“面
朝黄土背朝天”农民的疾苦。2014 年
底，在自己试栽种的 1000 亩栀子获
得成功后，她将满树金黄的栀子推广
给当地农民。不仅如此，她还“授人以
渔”，创办农民技能培训学校，自费组
织贫困户培训，并把全国各地的专家
请来，在田间地头给农民朋友解疑释
惑，让他们零距离接触高科技农业实
验室。

但起初，这并不被贫困户所理解。
“种栀子还不简单，挖个洞，浇点水就活
了。”最初，贫困户周平以“浪费时间”

“听不懂”为理由拒绝参加培训。但杨莉

明白，如果种植技术不到位，栀子不会
有理想的开花结果。

“种植间隔多大、施多少肥料、浇多
少水，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她带周平来
到种植基地实地考察，一棵棵、一亩亩
仔细地看，还邀请实践经验丰富的农业
技术人员登门指导。眼见为实，周平接
受了科学种植理念。

如今，周平家中十几亩栀子生长茂
盛，每年可收入 6 万余元。他不仅脱了
贫、买了新车、盖了新房，还成了培训学
校的积极分子，经常开着新车载村民们
去听课。有了贫困户以身说法，如今只
要一有培训，大家都踊跃参加，甚至湖
南其他市州和邻省农民都慕名前来。

杨莉还做起了“保姆”，专门成立海
泰栀子农民合作社，通过统一供应种
苗、统一社员培训、统一测土配方、统一
生资供应、统一品牌标准、统一收购产
品，实现生产标准化，种植生产售卖一
条龙，让农民没有后顾之忧。

“小果子作出了大产业。”联合国粮
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如此赞誉杨莉的
栀子产业。现在合作社已有1000 多户
社员，共合作种植了3.2万亩栀子，其中
有219户贫困户，平均年收入4万多元。

让栀子花开遍每一个
贫困山村

杨莉一直有一个梦想：让栀子走进
千家万户，让栀子花开遍每一个贫困的
山村。

自 2016 年开始，她多次受邀前往
怀化官庄，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
班进行技术培训，并多次带领贫困村致

富带头人到山东、浙江等省“取经”；
2017 年，帮助平江县瓮江镇兰家洞合
作社发展林下栀子观光园 2600 多亩，
有效带动当地农户脱贫增收，去年该合
作社 120 余户已全部脱贫；今年 3 月，
受邵阳市洞口县委县政府邀请，为当地
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助力千亩茶铺茶场
管理区发展“栀子+茶叶”田园综合体项
目……

帮扶帮在细微处。平江县三市镇麦
田村村民李军如家境贫困，两任妻子因
家贫先后与他离婚，两个年幼的孩子和
年老的母亲都需他独力支撑。杨莉在当
地开展栀子种植培训时了解这一情况
后，主动将其纳为帮扶对象，免费赠送
栀子苗，并提供技术指导。如今，李军如
的5亩栀子地，每年能增收1万多元。

在推广栀子种植的过程中，杨莉发
现农民因为缺少担保和抵押物，无法向
银行借贷，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
她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专门就这
一问题提交了《关于增强“造血”功能，
大力实施产业扶贫的建议》。该建议得
到全国人大和国家相关部委的重视，出
台相关政策予以解决落实。现在，农民
发展生产不需担保和抵押物，凭种植面
积、公司证明等信用材料就能获得贷
款，不仅能享受低利率，还能获得百分
之五十的利息补贴。

乘着政策的东风，杨莉的栀子花越
开越旺盛。截至目前，她已免费为岳阳、
益阳、邵阳和贵州等地的贫困户提供栀
子苗150余万株，价值600多万元。“希
望未来有更多的荒山种上栀子，更多的
贫困户尝到栀子背后的幸福。”杨莉期
盼地说。

向莉君 徐添 印斌

3月25日上午，在古丈县默
戎镇苗族聚居的翁草村，由浙江
省安吉溪龙乡黄杜村扶贫捐赠
的“白叶一号”安吉白茶，在栽培
两年后，第一次进行采摘。

上午 7 时多，翁草村后笔
架山上茶园里云雾缭绕，20多
名身穿苗族服饰的阿哥阿姐分
散其间，忙着采摘一丫丫刚抽
出的嫩白的茶芽。

2018 年 4 月，浙江省安吉
县溪龙乡黄杜村党总支 20 名
党员，自发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在汇报种茶致富的同时，表
达了愿意拿出 1500 万株最好
的白茶苗“白叶一号”，捐赠给
西部适合种茶的贫困地区，通
过先富帮后富，帮助西部困难
群众脱贫致富。

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党
总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龙献
文听到这一消息，迅速赶赴浙
江安吉，争取此项目。后经国务
院扶贫办实地察看，确定湖南
古丈县、四川青川县、贵州普安
县与沿河县为白茶苗捐赠对
象，指导种植茶园 5000 亩。古
丈县翁草村通过土地流转，种

植安吉白茶 660 亩，并专门成
立格戎白茶专业合作社进行经
营管理。

“白茶好！这个茶一种，我
们不仅有土地流转收入，平时
还能到茶园里做工，村里基础
设施建设也搞起来了。”格戎白
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龙星美一
边采茶，一边告诉记者。

下午 4 时，一篓篓新鲜茶
叶被送到绿树环绕、海拔 800
多米的牛角山制茶厂。机械的
隆隆声从茶厂车间里传出，白
茶的清香也飘了出来。来自浙
江安吉溪龙乡黄杜村的白茶制
作技术员盛志勇一边操作机
器，一边给茶厂员工讲解安吉
白茶制作要领。

经 摊 青 、杀 青 、理 条 、烘
培、提香5道工序，一批安吉白
茶制作成功。浙江省茶叶集团
专家胡玉杰现场泡制品尝后，
称赞白茶外形美、口感好、白
化度高。

在场的龙献文激动地抓起
几片刚制好的白茶吃起来，他
兴奋地对记者说：“这个茶叶
好，我今年要把这茶叶带到北
京去，带到全国两会去，让大家
分享扶贫成果。”

精准扶贫在三湘

全国人大代表杨莉已为贫困户免费提供栀子苗150余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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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里“砍”出幸福路

抓生产 促就业
3月25日，道县源浩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加工手机盖膜。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该县积极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并在一些企业开设专门的用工车间和岗位，安置当地易地搬迁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蒋克青 欧阳杰军 摄影报道

安吉白茶 古丈开采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张五可）“污水
地下处理，臭水沟不再臭。腾
挪出来的地方种上盆景，像个
后花园。”3 月 25 日，春暖花
开，株洲市天元区三门镇白石
村村民王干文站在自家后院，
夸赞地埋式三格池污水处理
好处多。

据了解，去年以来，株洲市
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牵头推进
农村污水治理，已完成3396户
分散式农户污水治理、3个示范
村集中居民点集中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

天元区有45个行政村，2.3
万余户农户，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工作任务艰巨。该区制定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方案，编
制分散式农户污水治理和集中
式污水处理指导意见。“农户人
数和需求存在差异，不考虑他
们的感受肯定行不通，因地制
宜，接地气才能得到群众的支
持。”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
局局长文红武说，他们对农村
生活污水的处理模式、工艺规
范、人工湿地养护等进行了细
化，确保农户用得舒心、污水治
理彻底。

昔日臭水沟 今天后花园
天元区完成3396户分散式农户污水治理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梁军 汤祥）湘
阴县洋沙湖镇机关干部李瑞玲
最近多了个身份：洋沙湖村党
建指导员。一到村里，她就迅速
转换角色：党建工作查缺补漏，
帮助辖区企业复工复产、开展
精准扶贫……每项当前重点工
作，她都一一参与。3 月 25 日，
李瑞玲向记者介绍，经近10天
走访了解，已帮13户贫困户制
定脱贫计划。

最近，湘阴县确定30个重
点村（社区），选派30名35岁以
下年轻干部到村（社区）担任党
建指导员，派驻时间为3年，其
中“90后”占半数。党建指导员
每月驻村（社区）时间不少于20

天，实行“钉钉打卡”管理；驻村
（社区）3 个月内，遍访派驻村
（社区）所有农户尤其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重点围绕建强基层
党组织、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决
战脱贫攻坚、加强村（社区）网
格化管理等开展工作，做到“工
作重心在村、指导督促在村、优
化治理在村、为民服务在村”。

湘阴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切实加强党建指导
员的日常管理、考核考评、工作
保障和结果运用，力争通过 3
年时间，培养历练一批群众工
作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大力
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统筹
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助力乡村
振兴。

湘阴选派
驻村青年党建指导员

湖南日报3月25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赖在亩）疫情
期间口罩需求激增、供不应求，
有些不法分子却借此实施诈
骗。近日，浏阳公安快速出击，
仅用1天时间就成功破获一起
利用微信售卖口罩的诈骗案。

3 月 12 日，浏阳市公安局
大瑶派出所掌握线索，家住四
川省宜汉县的赵先生在家中
网购口罩时被骗 64 万余元，
居住在浏阳市大瑶镇的黄某
有重大作案嫌疑。浏阳公安接
到线索后高度重视，立即展开
侦查并成立专案组。经过侦
查，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3 月
13 日，民警在大瑶镇一居民小
区将黄某抓获。

经审讯，黄某交代，他看
到赵先生在朋友圈推销体温
枪、口罩等防疫用品，遂通过

微信询问体温枪价格，赵先生
同时向其推销口罩，黄某谎称
自己也有口罩卖。赵先生便向
黄某询问口罩价格，因当时黄
某急需用钱，由此报了一个较
低的价格，诱使其上当，骗取
其货款。

从 2 月份开始，赵先生分
批从黄某处以每个2.65元的价
格共订购口罩24万个，通过微
信、支付宝等方式，先后 40 余
次向黄某转款共计68万余元。
黄某收到货款后，便从附近药
店购了1000余个口罩，分批少
量发给赵先生，并编造各种理
由说剩下的无法按时发货。最
后赵先生要求退款，黄某分次
向赵先生退款3.8万余元。

目前，黄某因涉嫌诈骗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
步办理中。

借疫情诈骗64万余元

浏阳公安1天破获口罩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