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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舜皇山的本色，野茶
是舜皇山的家珍。

春光明媚春茶香，又到一年
采茶季。近日，在新宁县舜皇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三两两的
村民在野生茶园里忙碌着。只
见村民十指翻飞之间，茶叶已然
盈背筐。茶园里欢声笑语不断，
难掩春茶开采的喜悦。

舜帝茶庄位于新宁县舜皇
山，占地近 17000 亩，其中野生
茶园 15200 亩，总建筑面积近
5000 平方米，是涵盖“茶园、茶
厂、游客中心、生态旅游、森林康
养”的国际性茶庄，已获得“2015
全球湘商十大最具投资价值经
济园区（市场）”、湖南省农产品
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基地、湖南省
大湘西茶旅融合示范基地等荣
誉称号。

舜帝茶庄出品的“帝子灵
芽”，均源自舜皇山，是地地道道
的天然有机食品，先后荣膺国内
外 13 项金奖：2016 年第八届湖
南茶业博览会“茶祖神农杯”
金奖、2017 年第二届“潇湘
杯”湖南名优茶金奖、
2018 北京国际茶业展、
北京马连道国际茶
文化展金奖、2019年
世 界 红 茶 产
品 质 量 推 选
金奖，并获美
国 FDA 认 证
和中国、美国
及 欧 盟 有 机
食 品 认 证 。
而 专 利 产 品
青钱柳红茶，更被列为湖南省
2018年“10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
目”和“湖南茶叶千亿产业十大创
新产品”。

“从来佳茗似佳人，饮后方知
味乾坤”。小小叶片一经“出山”，
便尽展芳华，香飘四海。

舜皇山广泛分布的野生茶，
面积近10万亩，其中极具开发价
值的野生茶有 2 万亩，均为原生
植物，年代之古老、品质之优良、
数量之巨大，堪称自然界之奇
迹。舜皇山野生茶主要分布在海
拔 600 米-1700 米区域，常年云
雾缭绕，雨量充沛，在此环境下生
长的野生茶每年开采时间比平地
茶园晚20余天，原料中积累的茶
多酚物质含量适中，氨基酸、黄酮
类、糖类及芳香油类物质相对要
高，锰、锌、硒等微量元素十分丰
富。舜皇山野生茶干茶存量约在
40-50吨左右，目前，每年能采集
加工的野生茶仅5-6吨。

唐朝陆羽《茶经》注：“上者生
烂石，中者生栎壤，下者生黄土”、

“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
者上，绿者次”。舜皇山野茶，树
高1-5米，树龄可达数百年，于森
林里、溪谷边、烂石中恣意生长，
叶片多呈紫色，均为上等好茶。

2017 年 5 月，一杯汤色纯红
油亮，滋味浓醇甜厚，淡淡兰花香
的“帝子灵芽”工夫红茶，竟然让湖
南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张曙光“韵
味”了一整天。这杯茶的背后，究
竟有什么秘密，有什么故事呢？

独特生态环境孕育独一无二

的原料。选取其一芽二、三叶为
原料，在湖南农业大学徐仲溪教
授的悉心指导下，经萎凋、揉捻、
发酵、干燥、精选等制茶工艺而成
的“帝子灵芽”特级工夫红茶，外
形条索紧细、色泽乌黑油润，内质
蜜香浓郁、滋味醇厚甜爽，为不可
多得的上等红茶。好茶配好水，
舜皇山清洌甘甜可直接入口的山
泉水，配上“帝子灵芽”工夫红茶，
两者相得益彰。

“一片叶子，能成就一个产
业，富裕一方百姓。”舜帝茶庄董
事长唐爱民告诉笔者，舜帝茶庄
将带动舜皇山周边农户采茶、制
茶、旅游，实现产值 2 亿元，吸纳
1000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黄龙镇里竹村2组村民邓石
清夫妻，利用本地优势采摘野生
茶，半个月时间就创收了 2 万多
元，挖竹笋收入1万多元。夫妻俩
还在舜帝茶庄上班，现年收入达
12万元，已脱贫迈入小康生活。

“我们将以舜皇山野生茶为
依托，以舜帝茶庄为载体，以舜帝
文化、茶文化为魂，突出茶道养生
之功能，打造茶旅融合的野生茶
文化体验目的地。”唐爱民说，舜
帝茶庄将结合舜文化和当地的民
俗民风，整合舜皇山的旅游资源，
吸引广大的游客参与，聚集舜皇
山的人气、名气和财气，提高舜皇
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小小的一片茶叶，带给当地
不仅仅是产业的振兴、文化的碰
撞，还在绿色生态发展进程中，真
正实现了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村 民
在采摘野
生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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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锐出战 党建引领齐攻坚

三甲镇铜盆村位于涟源龙山，该村
2017年由原三联村和铜盆村合并而成，平
均海拔400多米，山地多、平地少，村民居
住分散，扶贫难度大。2018年10月，谭琼

主动请缨，成为涟源市妇联派驻三甲乡铜

盆村的扶贫工作队队长。

工作扎实的谭琼，入村第一件事便是

带领工作队走访该村所有贫困户，每到一

户，仔细询问、详细记录。另外，他还注重

村支两委建设，把党建工作抓牢抓实，以
党建促脱贫，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和后备党
员干部的教育培养，打造一支懂农业、爱
农村、爱农民，能带领农民群众致富的强
有力党员、干部队伍。

围绕“怎么帮、如何扶”，涟源市采取
集中培训、外出考察、示范带动等方式，
提升驻村干部与村支两委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的能力。驻村工作队下村后，制订
实施脱贫规划，摸清村情，掌握民情，找
准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原因症结，科学

制订脱贫规划和年度帮扶方案，组织实
施好整村推进工作。另外，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与外出学习机会，优选配强村支
两委班子，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高村两
委班子的素质与能力，打造一支“永不撤
离的扶贫工作队”。

2016 年 11 月，涟源市委派出涟源市
移民开发管理局进驻古塘乡塘边村开展
对口帮扶工作。以前的塘边村完全依靠
煤矿开采发展经济，煤矿资源枯竭后，群
众失去收入来源，等靠要思想比较严
重。驻村后，工作队队长吴灿将发挥基
层党组织堡垒作用作为第一要务，以党
建促脱贫，注重发挥村两委班子的示范
带头作用。

“驻村后一周，我密集走访了全村，了
解村里整体情况，找到致贫原因，采取

‘训’与‘推’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利用党员
冬春训的机会，组织全村党员就塘边村的
发展问题开展专题讨论，推广参与扶贫理
念，选举村民代表，多次组织带领村两委
班子外出考察学习，找到自身不足，转变
村民思想观念，提振脱贫信心。”帮扶队队
长吴灿说。

“扶贫工作虽苦犹甜，扶贫干部虽累
犹荣，既着力为民谋了幸福，干好了工作
又有奔头。”不少驻村帮扶第一书记驻村
已三年了，丝毫不见懈怠情绪，反而越是
临近脱贫摘帽，越是勤干苦干，成为了广
大农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夯实基础 多点发力“活水”来

3月18日，古塘乡塘边村产业扶贫黄
花基地上，村民在忙着耙田、开沟、起垄。

“我去年就开始在这里做了，每天能赚100

块钱，感谢政府的好政策，给我们派来这

么好的驻村干部，为我们赚钱找路子，公

路也通到了家门口。”63 岁的贫困户吴聘

桃笑着说。

为了在全村打造“一支永不走的工作

队”，塘边村扶贫队长吴灿和工作队员先

后在全村建设光伏发电、黄花黄桃基地、
安格斯牛养殖基地等产业，确定了将“地
下产业”向“地上产业”转型的工作思路，
种植黄花面积200亩，光伏发电站每年可
增加集体收入3万元，湘中黑牛规模扩大

到200多头，拓展企业帮扶，能人带动，抱
团发展，培植集体经济等产业发展组合
拳。一桩桩，一件件，全村村民看在眼里，
感动在心里，“吴书记这三年来变黑了，瘦
了，白头发多了不少，这都是为塘边村的
发展累的。”不少村民饱含深情地说。

驻村帮扶队要完成扶贫重点工作，就
要牢牢抓住基础工作这个根本。落实“两
不愁三保障”，坚持将引水、通电、修路作
为帮扶优先项目；认真落实全城行动、春
季攻势、巩固提升、清零行动等工作；发展
产业，提升“造血”功能，带动村民共同致
富。

2018年3月，湖南省税务局驻村帮扶
工作队来到白马镇咸秀村，通过上门走
访、座谈会等方式，了解到该村存在水田
少而散、机械化程度低、产值低、荒废度
高，缺少产业支撑等难题。为此，扶贫工
作队决定发展多元化生态农业，激发内生
动力，让村民富起来。

于是，村里成立了咸秀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省税务局以村委会名义入股 60 万
元，按照“个人控股+集体入股+村民”的产
业化经营模式，承包200亩连片水田，发展

“稻田+”经济：田垄种植“玉针香”水稻，田
下养殖青蛙、禾花鱼等。村民不仅可以获
得土地流转租金、参与集体分红，还能家
门口就业，真正让“资源变资本、资产变股
金、村民变股民”。

截至 2019 年底，涟源全年共实施
1089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入资金1.47
亿元，完成村组道路通畅工程210公里，实
施小型农田水利项目86个,投入资金1793
万元，惠及 17 个乡镇 77 个村。在产业扶
贫方面，全年共投入资金 1.67 亿元，实施
省级重点产业扶贫项目、市级重点产业扶
贫项目、贫困户家庭自主产业项目和村企
联建产业扶贫项目等共126个。

奋力攻坚“志”“智”相扶换新颜

过去的枫坪镇龙师村，因地形陡峭，
基础设施落后，灌溉水资源缺乏 ，村民
靠天吃饭。娄底市烟草局对口帮扶该村
后，派出驻村帮扶工作队，协助该村发展
特色产业，村里 300 亩油茶林、安格斯黑
牛养殖、风力发电等特色产业发展硕果
累累。

但扶贫工作队队长李国富却仍不满
足，他又加快跟进村容村貌建设，拓宽了
3.25公里村路，挖井通渠，电子商务平台、
留守儿童之家、老年活动室等设施均配套
到位，村干部带头做好乡村环境整治工
作，着实提升全村村民的生活质量。“要想
富先修路。扶贫队总有一天会离开，宽敞
公路、良好的村容村貌，这些是带不走的
财富，也是村里脱贫致富的最大底气。”帮
扶队队长李国富说。

巩固脱贫成果更要扶志、扶智。除了

继续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外，要让村民不
仅能脱贫，还能致富有方向、有方法。

3月18日，桥头河镇甘冲村贵粟种植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新广早早地吃

过早餐，来到40亩鱼塘边，一头扎进自己

的养鱼事业中。“我自己也是一名贫困户，

在政府好政策下自主创业，现在，我们已

经与90名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

贫困户养鸡养鱼，开展技术指导培训，镇

政府通过消费扶贫的方式，助力贫困人口

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李新广边说边露出幸福的笑容。

“扶贫不是扶一时，而是要想方设法，
留下可以‘开枝散叶’的扶贫成果。”桥头
河镇甘冲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
记李霞说，“除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扶贫
外，我们还吸纳‘能人’，充实村支两委班
子，并将乡村振兴和扶贫相结合，开展‘六
治’工作，培育乡风文明，立志留下一支

‘永不撤出的扶贫队’。”
扶上马，送一程。脱贫并不止于“摘

帽”，不返贫才能确保脱贫质量和成色，让
脱贫群众摆脱贫困，逐步走上致富路。

涟源观察之七

党建引领“志”“智”相扶
——涟源471支驻村工作队助力脱贫攻坚

涟源市湄江镇祝融峰村在该市融媒体中心驻村帮扶队支持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了“油茶、金秋梨、黄桃、山
鸡、野猪、养牛”等特色农业产业，促进群众脱贫致富。图为该村帮扶第一书记刘果林（左五）把通过朋友圈为特困
户吴田中卖掉一头黄牛，将所得的 16000 多元送到他的手中，并与村支两委干部、吴氏兄弟等商量今年的产业发展
大计。 刘再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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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县舜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帝子灵芽”野生红茶。

（本文图片由舜帝茶庄提供）

熊小平 龚雅丽 刘再丽 戴汉骄

一条条水泥路向四面延伸，一座座农家新居拔地而起，一个个特色产业遍地开花……4月10日，走进涟源
新农村，所见皆是脱贫攻坚带来的新面貌。扶贫工作队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导力量，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群
众的幸福指数。

471支驻村工作队，1.3万余名党员干部与所有贫困户结对帮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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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至2019年，全市累计脱贫13.9
万人，148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贫困发生率由18.30%下降到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