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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一曲径，十步一迂折。
行走在怀化市溆浦县小横垅乡罗子

山村，犹如盘旋于翠海。层层晕染的青色
山峦，是深藏不露的绝景，亦是阻隔繁华
的屏障。长久以来，罗子山村在群山中沉
寂,人们砍柴耕地，以求温饱。

一阵潺潺水声自深山传来，引得欢声笑
语相和。罗子山，来客了——

8月17日，68岁的徒步爱好者谌晓荣，
从溪流中捞起浸泡了十几分钟的西瓜，就着
岸边的石头分成几瓣。小溪里玩水的老老小
小踩着卵石上岸，捧起瓜果大快朵颐。

这一天，谌晓荣带着一家14口来到罗
子山村。4年前的匆匆一面，让他对这里的
白水瀑布念念不忘。听闻瀑布旁修建了步
道，他决定带着家人一同来欣赏美景。

“走过祖国各地，我见过更壮观、更宏
大的瀑布。但像白水瀑布这样连绵不绝，
四季长流的，却不常有。”谌晓荣沿着步道
前行，脚步轻快，心中感怀，“4年前，这里
还是荒山。我随手带了把镰刀，听着水声
分辨方向，一边割草，一边前进。”

几年间，谌晓荣时常惋惜如此美景不
显于世。如今，眼前瀑布簌簌落下，溅起阵
阵白雾。仙境之景，终得以与满堂儿孙共
赏。

赏景之人时有，造景之人难寻。罗子
山之幸，在于6年前遇到一位伯乐。

2014年，在外创业的米先曲回到家乡，
当选为这个省级深度贫困村村主任。当时，
烧炭是罗子山村民最主要的谋生之道。卖1
公斤炭，赚5块钱，要砍10公斤木。

“各位乡亲，靠山吃饭，不是毁山吃饭
呐！”米先曲力排众议，决定封山育林。

山一封，村民没了来钱的地方。重压
之下，米先曲铆足劲，要摸出一条绿色的
致富之道。

足迹遍布村落，许家山前的偶然一
瞥，让米先曲如获至宝——碧峰悬一线，
白浪正当空！

满山青翠里那一抹白线，正是当空下

落、绵延 800 米不绝的白水瀑布。身在此
山中的米先曲这才发现，多年来竟“不识
庐山真面目”。

眼前的瀑布，好似拨云见雾：围绕白
水瀑布，发展乡村旅游，不正是罗子山村
的希望么？

有山人不识，无路便开路！
罗子山海拔千米有余，最陡处近 90

度。人牵着马，马驮着货。2019年9月，在
白水瀑布旁，45名本地村民一步一台阶，
垒出了10公里的健身步道。

天险换坦途的艰难，罗子山村贫困户
张家先深有体会。3个月的时间里，他牵着
两匹马，日日往返于山间：“这条山路陡
峭，有时连马都走不稳。”

耕耘，终于收获回报。张家先，拿到了6
万元的报酬。而罗子山步道，在众人投票推
选下，一跃成为怀化最美徒步路线。

慕名而来者众，村民的产业思路也开阔
起来。夏天里，梁兰和抱着自己种的大西瓜，摆
在步道入口的凉亭里，半个月便卖出600元。

师远河停掉原本的木材生意，回乡建
起村里第一间民宿。“民宿营业半年，赚了
12万元。”师远河开心地说。

原本在张家界开办旅行社的舒易庆，
也回到村里办起了湖南小横陇户外休闲
旅游有限公司，准备大干一场。

傍晚时分，一批游客向山间走去。远
方传来一首缠绵的山歌——

“竹子当收你不收，笋子当留你不留。”
“不如开口我来和，山泉作伴好唱

歌。”
瑶族阿妹，归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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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山歌喂，这边唱来那边和……”悠
扬的歌声从瓜棚里飞出，飘荡在青山峡谷
之间，空气微醺，沁人心脾。

8月16日，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龙
塘村苗族群众在大坪水石安春的百香果
基地，采摘第一茬鲜果。

石安春年近百半，勤劳能干，今年种
植了40亩百香果。瓜棚一人来高，棚架下
是个鲜果的世界！长藤结瓜，一个个翠绿
的百香果沿着瓜藤由大到小倒挂在绿叶
之下，阳光照射，闪着油光。

石安春说：“今年收成好，开园摘果请

了七八个人，先喝油茶唱山歌，办个仪式
庆丰收。”他估计今年百香果产量5万公斤
左右，按现在行市收入有五六十万元，开给
摘果人工的工资将达六七万元。

百香果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六七月开
始开花结果，一直结到 11 月，采摘期从 8
月延续到第二年一二月。它可当水果、饮
料食用，近年来为年轻人所青睐，销路慢
慢从南方走向北方。

百香果在广西临桂、龙胜等地种得热
闹，龙塘村与广西资源县、龙胜县接壤，土
壤、气候适宜种植百香果，却一直种不起
来，有“龙塘能人”之称的石安春早想拜师
学艺，苦于求教无门。

大山层峦叠嶂，苗、瑶、侗、回等少数
民族杂居的湘桂边界地带，风景美得让人
心醉，过去老百姓的贫穷令人心碎。精准
扶贫以后，湘桂边界各市县建立起道路联
建、产业联发、文化联谊、矛盾联调、治安
联防的“五联协作机制”。

在一次联谊活动中，临桂县百香果种
植专业户李连生听说龙塘有种植百香果的
好地块，2019年年初专程前来考察。驻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蒋智慧和村支两委干部为
李连生做好土地流转、用水用电等服务工
作。李连生流转了该村天堂山一块40多亩
的包谷地，带着老婆安营扎寨干起来。

工作队还请李连生及其他广西师傅
当老师，给本地干部群众讲课传授技艺。
石安春从早到晚跟着李连生，学习揣摩种
植要领。相互熟悉后，他把李连生请到自

家火塘边喝油茶饮米酒，奉徒弟之礼。
能人示范好开船。当年，龙塘村百香果

种植面积发展到150多亩，今年扩大到300
多亩，适宜种植百香果的山坡地基本种果成
园了，像石安春这样的种植大户就有四五户。

4月间，看到田地里果苗长势缓慢，石
安春急了，忙打电话给师傅。李连生现场
诊断，是肥料用错了，立马帮徒弟买回冲
施肥，教他配好料，一起重新灌蔸。不久，
果苗全部长好。

石安春百香果种得好，附近乡亲找他
取经的多起来。他老婆阿香笑呵呵地介
绍，最近几个月上门来喝油茶扯闲谈的朋
友前一波刚走，后一波又来，邻里乡亲羡
慕他们家人气足、财气旺。

两年来，驻村帮扶工作队协调多方投入
1500多万元，用于架桥、改水改电，硬化道
路近20公里。现在，收购运输百香果的车辆
可直接开到田边地头。龙塘村党支部书记唐
忠诚估计，今年全村百香果产值将达500万
元，仅此一项人均增收近5000元。

夕阳西下，站在浔江河上跨越湘桂地
界的扶贫连心桥中央，蒋智慧、唐忠诚、石
安春和应约而来的几名河口乡猴背村村
组干部一起，商量双边在百香果采摘期如
何妥善做到人、车、货畅行无阻，大家一致
表示要在一方遇到困难时,另一方尽力提
供方便。

脚下，清亮的浔江河水唱着欢歌,迎着
夕阳西去，它从广西流入湖南，再蜿蜒汇
入珠江，奔向大海……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伍交才

如果脱贫攻坚是一场战役，那
么贺德禄就是溆浦战役的“参谋
长”。

眼前47岁的溆浦县扶贫办党组
书记、主任贺德禄，胸前佩戴党徽，双
眼炯炯有神，精神抖擞，是条汉子。

溆浦，是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
发展和扶贫攻坚县，全县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38432 户 134547 人，贫困
村138个，贫困总人口排全省第六。

今年2月29日，经省政府批复，
溆浦县实现整县脱贫摘帽。“收到批
复文件那一刻，好想找个没人的地方
大哭一场。因为为打好这一仗,付出
了太多心血和精力。”贺德禄如是说。

在我省今年4月启动的脱贫攻坚
一线干部考察中，贺德禄获得好评。

临危受命谋在前面

2018 年，是溆浦脱贫攻坚奋战
之年；2019年，整县脱贫摘帽。

贺德禄临危受命。2018 年 9 月
30 日，溆浦县委原书记蒙汉等县领
导，找时任统溪河镇党委书记的贺德
禄任前谈话，谈话前播放了歌曲《红
星照我去战斗》。贺德禄回忆：“当时
大家边听边流泪，久久不能自已。”

“干，还是不干？”“干！”
“声音大一点，干，还是不干？”

“干！”
就这样，贺德禄接过了县扶贫

办主任的接力棒。
贺德禄认为，县扶贫办应该是

脱贫攻坚战役的“指挥部、参谋部、
协调部、督战部”。作为“指挥部”，少
打乱仗，不瞎指挥，不折腾；作为“参
谋部”，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决策提
出好建议、好思路。

一上任，贺德禄便建议县委、县政
府“每周一研究、每周一调度、每周一
提示”，为全县脱贫攻坚掌好舵；步步
为营，推进村组公路、电网改造、安全
饮水等“六大清零”验收交卷……

2019 年大年初一，在老家吃过
团年饭后，贺德禄匆匆赶回办公室，
起草《溆浦县2019年决战决胜脱贫
摘帽实施方案》等，确定全年整体工
作思路。

“扶贫干部最怕‘翻烧饼’。比
如，过去表格要求变来变去。”统溪

河镇扶贫站长吴彦廷说，近两年来，
县扶贫办下发工作提示进行统一指
导，“翻烧饼”现象没了。

贺德禄注重“谋在前”，打主动
仗。2019年，该县开展三轮脱贫攻坚
问题整改回头看。其中，2019年4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
开座谈会，要求重点解决“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溆浦迅速在全县开
展查漏补缺，走在全省前列。

工作扎实不留漏洞

扶贫涉及到20多个部门，最怕
各部门之间踢皮球推诿。县扶贫办
加强与各部门沟通协调。同时，建立
信息比对共享机制，解决信息不对
称、不共享的问题。“扶贫办作为‘高
参部门’，要与各部门形成最大合
力，并肩战斗。”贺德禄说。

义务教育有保障，是“两不愁三
保障”的内容之一。在县扶贫办的主
导下，去年秋季，该县开展“找学生·
回学校”控辍保学专项行动，责任
大，任务重。

“全县户籍义务教育阶段适龄
学生 147889 名，要逐个进行核查，
做到‘一个不少，应学尽学’，很不容
易。”县教育局主任督学梁文忠坦
言，这得益于贺德禄落实政策的钉
钉子精神。

黄茅园镇一名学生父母离婚
后，被母亲带到外省。“为了确定孩
子是否在读，乡镇、村干部特地赶到
外省，找到孩子的母亲，要学校开具
就读证明。”梁文忠说，最远的，还找
到国外。

贺德禄探索推行“所有干部联
农户·所有农户见干部”网格化服
务，在 415 个行政区（社区）设立
1757个网格，覆盖20.4万户77.9万
农村人口。该县派驻7780名干部下
沉扶贫一线，每月到网格工作5天，
做到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全覆盖”，
让扶贫工作不留死角。

“贺主任做工作扎实，在他的领
导下，我们的脱贫攻坚做到 6 个过
关：一村一村过关、一寨一寨过关、
一户一户过关、一人一人过关、一项
一项过关、一笔一笔过关。”北斗溪
镇党委副书记贺乙说。

实干蛮拼不知疲倦

在贺德禄的办公室一直放着

“三件宝”——雨鞋、雨伞、手电筒，
随时准备下乡。

溆浦县沿溪乡是偏远的乡镇。
2019年3月16日是周末，贺德禄一
行人到沿溪乡走访调研。该乡有5个
深度贫困村。他决定利用周末把这5
个村走访一遍。“贺主任走访贫困户
很细心，‘两不愁三保障’一项一项
检视，还走进老百姓的厨房，打开米
缸，拧开水龙头，一个个检查。”溆浦
县扶贫办干部颜涛说。

由于山高路远，当天只走访了2
个村。贺德禄决定当天住在沿溪乡
金鸡垅村，第二天继续走完剩余的3
个村。

2019 年，贺德禄主动放弃年休
假，国庆长假也没休一天。在贺德禄
办公室有一张沙发，这也是他的一
张“临时床”。加班晚了，他就睡在沙
发上。因为长期劳累，他患上了骨质
增生的毛病。

2019年，溆浦县接受摘帽评估、
省级考核、国家考核“三场大考”，该
县以漏评为 0、错退为 0、群众满意
度 99%的成绩，顺利实现高质量脱
贫摘帽，138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在
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被评为

“好”等次，被省委、省政府评为脱贫
攻坚先进县。

湖南日报记者 莫成
通讯员 田美美 孟春绒

8月中旬，记者来到永顺县泽家
镇若西村，只见成片的桃树往远处
延伸，在浓密的桃叶下，一颗颗鲜嫩
饱满的黄桃挂满枝头，令人垂涎。产
业大户张明松小心翼翼为黄桃褪去

“外衣”，摘下一颗颗散发着诱人香
气的“致富果”。

树上黄桃硕果累累，树下辣椒
青翠欲滴。“树下套种的辣椒也可以
上市了，年收入 20 万元不成问题!”
2018年，张明松承包村民山地50亩
种植黄桃，同时发展林下经济，蔬
菜、养殖搞得有声有色。

“种这么多东西，卖得掉吗？”记
者问。

“不怕，村里有保鲜库，一时卖
不完，可以存放在里面保鲜。”张明
松说。

驻村帮扶工作队第一书记、队
长杨代宏告诉记者，2018年，工作队
筹资 5 万元，新建了一个储藏能力
20吨的果蔬保鲜库。“有了保鲜库，
乡亲们再也不怕产品卖不出去，还

能错峰销售，增加村民们收入。”
记者来到果蔬保鲜库，只见6个

储藏间分门别类摆满瓜果蔬菜，散
发出阵阵清香。门口，几辆皮卡车正
在排队取货，村民们忙着将一件件
水果、蔬菜搬运上车，个个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现在再也不用看天吃饭咯。”
一旁的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张明浩
告诉记者，若西村的水土、气候适合
搞种植，但过去由于不懂技术和市
场，产业链单一、产销不对路。“一
遭灾就歉收，一丰收就贱卖。”村民
们苦不堪言，全村总人口 366 户
1315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25
户 500 人，2014 年贫困发生率高达
38.42%。

2015 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扶贫办、州妇联、州农行组建工作
队驻村扶贫，立足本地优势和市场
需求，借助科技力量，优化产业结
构。目前，若西村共发展 500 亩蔬
菜、2000 亩油茶、300 亩桃子，形成

了长期柑橘、中期桃子、短期蔬菜和
养殖的三位一体产业发展格局。村
里建有2个专业合作社，实现了贫困
户全覆盖，每年分红16万元以上，村
集体经济也实现从无到有的嬗变。

行走在若西村，处处能感受到
村民自主脱贫、干事创业的热情。

蔬菜大棚里，一个个蘑菇棒码放
得整整齐齐，贫困户向永忠正在检查
蘑菇的生长状况，“蘑菇对温度很敏
感，天气热了需要散热。”在工作队的
帮助下，向永忠一口气种了10多亩
蔬菜，“收获的蔬菜我都保存在保鲜
库里，行情好的时候再出售。”

5年来，若西村村民人均年收入
由 1700 元提高到 1.2 万元，并于
2018年实现整村脱贫，贫困发生率
降至0.85%。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年加工能
力 5 万吨的蔬菜加工厂，延长产业
链，提升附加值。等完工了，村民们
的生活会更好！”谈起村里的发展前
景，杨代宏信心满满。

若西村：保鲜库“包办”错峰销售

记者
探访 脱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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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群英谱 临危受命打硬仗
——记溆浦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贺德禄

罗子山村：

白水飞瀑 出水芙蓉

广西名师 湖南高徒

8月15日，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龙塘村，村民在种植基地采摘百香果。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记者手记

团结出力量
陈勇

走进湘桂边界岩山湾地带的丛
林，看到一些大树上疤痕样的树皮，
随行的村党支部书记唐忠诚跟我们
讲了一段战斗故事。

解放战争后期，为了迎接人民解放
军进军大西南、打击白崇禧国民党军队
和地方武装的反动统治，广西共产党地
下力量组成桂北游击队，在桂北和湘桂
边界地带进行革命活动。1947年夏，桂
北游击队与国民党部分部队在岩山湾
地区发生战斗，苗、汉、瑶、回等各族群众
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送粮送水送情
报，最后,游击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大
树上依然存留的弹痕就是最好见证。

岩山湾战斗是各族人民团结一
致、共同对敌的胜利。在向绝对贫困
发起总攻的当下，湘桂边界道路联
建、产业联发、文化联谊、矛盾联调、
治安联防的“五联协作机制”，是民族
团结战胜贫困的制胜武器。

团结出力量。一座座连心桥、一
条条连心路打通了脱贫的血脉，一个
个像李连生、石安春这样的示范户，
展示出攻坚的力量。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先进个人、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
党委书记肖辉凤感叹，民族大团结，
百业才兴旺，不管是脱贫攻坚还是乡
村振兴，抓好了民族团结这件大事，
就能汇聚起无坚不摧的力量。

■记者手记

越往上走，风景越好
李曼斯 卢嘉俊

初遇白水瀑布，透过繁盛树叶，只
见隐约颜色。此时，水声潺潺，尤似溪流。

小家碧玉虽有风味，但如何担此
盛景之名？

疑虑间，罗子山村主任米先曲抬手
示意：“别着急，越往上走，风景越好。”

再行约200米，耳侧流水哗哗，渐显
声势。拨开枝叶，只见巨石被割裂成嶙峋
阶梯，白水仗势而下，宛如玉石珠串碎落
石盘。秀美之景，已引来众人惊呼。

米先曲却摆摆手：“越往上走，风
景越好。”

再往上600米，鸟啼虫鸣声突被
林间瀑布的轰隆声淹没。陡然右折，
前路竟步入瀑布之下。白线连成一
片，成了屏障，横空袭来。细碎水珠带
着凛冽凉气，扑入耳鼻。

越往上走，风景果然越好，山人
诚不欺我！

罗子山村，又何尝不是如此。步
道，修建不过半年。人们的意识，才刚
刚苏醒，但好风景已在路上。

凉亭里每日卖着瓜果的梁兰和
不再孤独，她的邻居搓出一盒冰凉
粉，摆上了摊桌；师远河民宿里住不
下的游客，很快便可以分流至舒易庆
即将建成的民宿基地；米先曲，收获
了村民的信任与尊重，越来越多的村
民找上门来，商讨致富的门道。

攀登之人，注定汗流浃背。罗子
山村更多的村民相信，更好的风景，
还在上头！

■考察调研手记

4月至 6 月，按照省委决定，省
委组织部派出考察组，深入脱贫
攻坚一线开展专项考察调研，了
解掌握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表现，
发现识别优秀干部，为基层干部
加油鼓劲。

考察调研组深入溆浦县走访调
研，当地干部群众对贺德禄纷纷点
赞，说他综合素质高，既能搞好整体
谋划，又有很强的执行力，不怕吃
苦，能打硬仗。

贺德禄积极为县委、县政府当
参谋、出实招，推出了“所有干部联
农户·所有农户见干部”网格化服
务、联系群众“五必访、十必到”“十
个细之又细”“六个过关”等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在全县脱贫
攻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贺德禄思路清晰点子多，攻坚
克难霸得蛮，是一名实干苦干又能
巧干的县扶贫办主任。”考察调研组
组长游劲民如是说。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陈志杰 黄俊凯

8月13日，朝阳冉冉升起，郴州
市北湖区石盖塘街道下垅村的乡亲
们吃过早饭，精神抖擞从家里走出，
来到村部的电子扶贫车间忙碌，绕
线、理线、切角、焊接……

被群山包围的下垅村偏远闭
塞，地瘠民贫，全村 476 户 1317 人，
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0 户 126 人，
被定为省级贫困村。

“帮扶工作队没来之前，年轻人
外出干苦力，年老的就在地里刨食，
一年下来赚不了几个钱，怎能不
穷？”下垅村党支部书记黄回祥感慨
地说。

2015 年 5 月，北湖区委驻下垅
村帮扶工作队进村后，实施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等一揽子帮扶计划，修
建水泥路、灌溉水渠，建立光伏电
站、蔬菜及禾花鱼基地，乡亲们的生
产生活因此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如果能引进扶贫车间，让我们
在家门口就业那就更好了，这样既能
照顾家人又能赚钱。”乡亲们如是盼

望。
石盖塘街道干部、驻下垅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村第一书记牛利民
想群众之想，多次带领村支两委干
部到郴州卓林电子公司考察、洽谈，
并筹资把村部会议室改造成生产车
间。

公司负责人王晓原被牛利民的
诚意打动，他来到下垅村发现，发现
这儿离自己的公司并不远，且全程
都是水泥路，乡亲们淳朴好客。王晓
原当即与村支两委签订了合作协
议。

2019 年 5 月，下垅村电子扶贫
车间呱呱落地，吸纳30余名乡亲就
业，工人的人均月工资达 2000 多
元。

扶贫车间开进村，群众脱贫有
盼头。

村民黄小平的丈夫患有肾积
水，两个孩子还在上学，一家人生活
拮据。牛利民推荐黄小平到街道参
加劳动技能培训，然后进入村里的

扶贫车间工作。
“到这里工作，包吃中晚餐，按

件计酬，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
3000 多元。”黄小平对这份工作很
满意，她还担任了村保洁员、护路
员，每个月又多了 1500 元收入。如
今，黄小平家成功摘掉贫困帽。

黄小平一家的变化增强了乡亲
们脱贫致富的信心。47 岁的何贤富
腿部残疾，干不了重体力活，以前一
家4口全靠丈夫种田、打零工养活，
生活困难。

电子扶贫车间建立后，何贤富积
极参加村里组织的电子技能培训，成
为一名车间工人。工作中,何贤富不
懂就问，业务技能显著提升，最高的
一个月曾拿到5000多元工资，她家
目前实现稳定脱贫。前不久，何贤富
还被评为车间标兵，她的干劲更足
了。

车间进村脱贫快。如今的下垅
村已退出贫困序列，成功脱贫38户
121人，其余2户5人为低保兜底户。

下垅村：会议室“变脸”电子车间

8月17日，溆浦县小横垅乡罗子山村白水瀑布群下，瑶家阿哥阿妹对唱山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