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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乡长，你那里的莓茶多少钱一
斤？我买30斤，我很想来参加莓茶园观
光体验活动。”

“我今天下午就来，到你们的茶园体
验采茶制茶，到时你一定要引领哟！”

打赢脱贫攻坚硬仗，永定区“娘子
军”群体勇于创新，服务群众。

2020年4月24日，永定区罗塔坪乡
党委副书记、乡长罗凤在莓茶综治基地
开启抖音直播引流带货模式，引来不少

网友高度关注。
从谢家垭乡人大主席履新罗塔坪

乡长后，33 岁的罗凤主要做了两件事：
做大产业让群众就业，直播卖茶为群众
增收。

受疫情影响，罗塔坪乡的莓茶滞销，
罗凤心急如焚。她一面组织党员干部上
门，手把手帮助老百姓搞莓茶促销；一面
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促
销。她还利用抖音，开展“游张家界美
景，品张家界莓茶，享健康人生”的直播
引流带货活动。

直播现场，罗凤置身莓茶园，亲手摘
下新鲜的莓茶，热情邀约大家来罗塔坪
欣赏美景，参加莓茶园观光和体验活动。

脱贫攻坚的路上，永定区每位干部
心中的光都来自于不同的“初心”。

对于尹家溪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戴
澧兰来说，她的初心就是“想为生我养我
的地方多做点事”。

2017 年，戴澧兰从北京大学毕业后
参加选调生考试，毅然回到家乡，被派驻
永定区尹家溪镇。经过 3年的磨砺和成
长，她从普通干部成长为副镇长，走上了
自己的初心路。

面对农村儿童，她饱含泪水，时常给
孩子们留下电话号码，鼓励他们坚持梦
想，遇到困难随时给她打电话。在她的

牵头下，40 多名年轻干部、社会青年志
愿者一起，在村部开办“微光自习室”，每
周抽出几个小时，针对家庭贫困的孩子、
性格内向的孩子开展针对性的课业辅导
和训练，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快乐成长。
她们还组成“微光”助学团队，开展试点
宣讲活动、心理辅导主题班会、户外拓展
活动，关注农村学生心理、生理健康，全
方位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为了更好地凝聚广大群众，戴澧兰
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编写通俗易懂的
顺口溜，生动形象地宣传扶贫政策。她
还经常组织开展“围炉夜话”等活动，为
村民讲革命历史，讲脱贫案例，让群众在
点点滴滴的故事中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

戴澧兰在日记本上写了这样的一段
话：“再回首，我希望听到群众亲切地叫
我的名字，我们走在路上，看到村庄富
饶、村民幸福，一切皆因我们来过、住过、
工作过而变得更加美好。”

初夏时节，山花烂漫。活跃在永定
区脱贫一线的“娘子军”，正在和所有参
与脱贫攻坚的干部群众一起，奋力撕下
贫困标签。据统计，永定区贫困发生率
从 2014 年的 20.18%下降到 2019 年的
0.47%，共计减贫 57474 人，年均减贫近
万人。

——张家界市永定区脱贫攻坚战场“娘子军”群像

田育才 赵 婷 田贵学

热辣如火，柔情似水。这是湖湘女儿的

标识。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脱贫攻坚战场上，活

跃着一支如火似水的“娘子军”队伍，她们想

方设法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千方百计协助百

姓销售农产品……只为同一个朴素的目标

——帮助群众脱贫致富，让人民群众过上好

日子。她们，用拼搏与奉献推动脱贫攻坚，

让一个个贫困村旧貌换新颜。

“柔肩亦担重任，巾帼不让须眉。”永定

区委书记祝云武说，永定区“娘子军”队伍，

以吃得苦、霸得蛮的奋斗精神，舍小家为大

家的实际行动，打硬仗敢创新的工作作风，

展现了自立自强的新时代女性风采，撑起了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半边天”。

“青枝绿叶果儿长，辛辣甘甜
任人尝。红装虽艳性刚直，亭亭玉
立斗艳阳”。这首诗生动描述了张
家界永定区特产七星椒，因其一束
七颗，向阳而生，犹如七仙女一样，
玲珑多姿。

生活在这里的女人们，说话火
辣辣，做事泼辣辣，待人热辣辣，就
像这方神奇山水间的七星椒一样，
被人们称为“辣妹子”。

永定区委副书记、区脱贫攻坚
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程漫，就是这
样一位广为人知的“辣妹子”。

“吃得苦、霸得蛮，干起工作来
比男同志都拼命！”区扶贫办主任
周叙鹏说，程漫白天基层调研发现
问题，晚上开会研究解决问题，对
标“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一步
一个脚印抓推进，一件一件事情去
落实，一个一个堡垒去攻克。

“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走遍了
86 个贫困村。”区委办工作人员李
勇胜指着车上的计程表介绍，这几
年陪着程漫副书记进村寨、访农
家、到田头，扶贫里程达到 10多万
公里，算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半
了。

在程漫的带领下，永定区牵头
探索“区级主责、乡村主抓、部门主
管、干部主帮、群众主干、社会主
扶”六位一体责任体系和帮扶干部
首扶责任制，出台全省首个区县级
细化识别方案，开创性地提出“不
限户籍地、不搞一刀切、不唯评议
票”的“三不”原则，确保“精准扶
贫、不落一人”。2018 年，永定区
实现脱贫摘帽目标。

“老百姓期盼的就是党委和政
府要干的！”周琴在 30岁时离开较
为舒适的区直单位，2015 年担任
三家馆乡党委书记，几乎参与了脱
贫攻坚从开始到收官的全过程。
上任当天，她立下誓言，一定要让
百姓过上好日子。

为了让易地扶贫搬迁户能真
正 做 到“ 搬 得 出 ，留 得 住 ，能 致
富”，周琴主动联系企业，洽谈入
驻事宜，连续一周守在园区门口，
饿了啃几口面包，渴了喝矿泉水，
直到扶贫车间顺利落户。

“她的精神打动了我，感动了
我。”张家界摆手舞民族艺术服
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飞说。在周
琴的感召下，该公司在三家馆乡
建立扶贫车间，挂牌成立全市首
个妇女家门口创业就业示范基
地，吸收 28 名建档立卡户参与刺

绣、织锦培训并在车间就业，人均
增收 2万元。

25 岁的王晓天是合作桥乡扶
贫专干，主要负责上传下达和各种
资料的收集归档等日常工作。

“我从小生活在城市，对农村
和农民都很陌生。”从 2016 年 9 月
至今，王晓天跑遍了每一个乡村，
连续过了“思想关”“身体关”和“劳
动关”，一点一滴融入到群众中。

“她已经成了做群众工作的一
把好手。”永定区副处级干部、合作
桥乡党委书记陈星肯定了王晓天
的改变与进步。如今，小到村民间
的家长里短，大到上万元的扶贫项
目，再到全乡贫困户有多少户多少
人、已脱贫多少户多少人、未脱贫
多少户多少人、易地扶贫搬迁多少
户多少人等数据，王晓天了如指
掌，随口就能细细道来。

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
从“年长干部”到“年轻干部”，在脱
贫攻坚伟大征程中，凭着一股吃得
苦霸得蛮的精神，永定区“娘子军”
群体让永定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辉玉，你每天在忙什
么哦，爸爸快不行了，你多陪
陪爸爸吧。”

“爸爸，我们现在打的是
脱贫攻坚战，这是一场硬仗

呢。”
永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漆

辉玉的父亲身患癌症，这是漆辉玉和
父亲病重期间的对话。

2017 年 10 月，漆辉玉 73 岁的父亲
患病住院。作为区脱贫攻坚指挥部副指
挥长，她需要调度全区脱贫攻坚进度、及
时下发各项任务、协调 16个分指挥部的
工作……无法在老父亲病床前照顾，一
直与父亲聚少离多。每次与父亲难得的
相聚都是匆匆而来，匆匆离去。

“没能在最后时光好好陪伴父亲，这
是今生最大的遗憾。”交谈中，漆辉玉的
泪水夺眶而出。

肩上扛着责任，心里装着乡亲。在
永定区，每一名参与脱贫攻坚事业的“娘
子军”，都经常面临“大家”和“小家”的抉
择。尽管境况不同、考验各异，但她们都
选择了牺牲个体的“小”利益，来成就脱
贫攻坚“大”事业。

罗水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庹滢 2017
年担任天门山镇组织委员，分管党建和
扶贫工作。3年时间里，她认真研判每个
阶段的工作重点难点，精心做好每场“大
考小考”的迎检准备，连年评为先进。由

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2019年，她调往
罗水乡担任乡长。从一名脱贫攻坚分管
领导到主抓行政全面工作的主要领导，
她初心不改，热情奉献，带领全乡群众向
着小康生活全力奋进。

2020年1月22日，是农历的腊月廿
八。这天，庹滢在走访慰问贫困户的过
程中突然接到家里来电，得知父亲因脑
溢血被送往医院，需要马上进行开颅手
术。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庹滢没有立
即回家。她压下心头的担忧与着急，整
理好情绪，有条不紊地安排好春节各项
工作，又耐心细致地帮助结对户置办好
年货后，才匆匆赶往医院。

父亲的手术持续了 8个小时。主刀

医生说：“你的父亲出血量很大，位置很
危险，好在手术很成功。”大年初一，父亲
手术后的第三天，庹滢接到返岗电话。
顾不上医院里昏迷不醒的父亲，她第一
时间赶回乡里，投入到工作中。

坐在群众的炕头，面对着面，心就会
贴得更近；走在乡间的田埂，手拉着手，
情就会变得更浓。

区扶贫办主任向洛漩的丈夫是现役
军人，只有休假才能回家，平时只能在视
频中看看对方。2017年，向洛漩28岁生
日时，老公打报告请假，准备回家陪她过
生日。当时，向洛漩接到通知，要去邵阳
检查扶贫工作。她没有任何推辞，立即
联系老公，要他放弃休假。向洛漩怀孕
生小孩后，她的母亲提前退休，帮她带小
孩照顾家庭。有了母亲的帮助，向洛漩
一心扑在工作上，不分白天和晚上，没有

周末和假期，任劳任怨地准备着各种资
料，勤勤恳恳地奋战在基层脱贫攻坚战
场上。

永定区“娘子军”扑下身子，奔走在
脱贫攻坚的一线，同当地群众一起追梦、
圆梦，用热血和奉献，诠释着女性风采和
巾帼担当。

教子垭镇扶贫分管领导彭瑜，挺着
八个月大肚奔波在乡间一线，田间地头；

天门山镇扶贫专干陈淑华突发急性
肠胃炎，坚持查漏补缺，直到确认全部帮
扶措施落实到位，才去看医生；

在脱贫攻坚战场上，永定区“娘子
军”舍小家顾大家，干在前冲在前的人不
胜枚举……

“这是一种担当，更是一份情怀。”永
定区委副书记、区长朱法栋这样评价脱
贫攻坚的“娘子军”。

▲蓝莓丰收。

邵颖 摄

▲尹家溪镇副镇长戴澧

兰在帮贫困户收樱桃。

永定区委副书记程漫（中）走访莓茶种植户。 贫困户在扶贫工厂。 张明涛 摄

贫困妇女通过土家织锦增收。 张明涛 摄

土家族妇女土家族妇女

笑开颜笑开颜。。

张明涛张明涛 摄摄

吃得苦、霸得蛮，
肩负使命站在前

舍小家为大家，不畏艰辛冲在前

打硬仗敢创新，服务群众干在前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永定区委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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