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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食举世闻名，但哪个品牌能
代表湘菜？问这个问题的同时，似乎已
说明湘菜发展的滞后。

可喜的是，我们发现湘菜馆遍地开
花，大街小巷，有餐饮的地方就有湘菜
馆，这为湘菜品牌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
基础。湘菜必然会诞生一个全国性品
牌。

8月17日，湘菜品牌费大厨在长沙
橘子洲头举办主题为“费大厨辣椒炒肉
荣获大众点评三连冠”的主题活动。作
为长沙地标美食名片，费大厨的活动受
到格外的关注及支持。出席本次活动
的有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大众点评城市
负责人、知名餐饮评论家、媒体记者等
等。

活动现场，众多嘉宾纷纷为费大厨

送上祝福。湖南省政协常委、市工商联
主席彭继球登台发言，他说：“首先祝贺

费大厨再次荣获大众点评必吃菜第一
名。据我所知，费大厨是在长沙和深圳
两个城市成为最具实力的湘菜品牌。
费大厨是湖南餐饮的骄傲，我希望费大
厨作为‘湘菜龙头企业’，要有更大的格
局，不仅仅看到自己，还要能带领湘菜
走向全国。”彭继球进一步强调：“据我
观察，费大厨还是一家非常具有责任感
的企业。在本次疫情期间，费大厨在国
内率先对‘安心餐饮’进行认证，湖南电
视台以及众多媒体对此进行报道。”

《大湘菜报》总编辑陈胜年、湖南省
餐饮协会会长刘国初也登台为费大厨

送上祝福，祝贺费大厨再次荣获大众点
评必吃菜第一名。在领导们的致辞与
祝福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
一致嘱咐：“费大厨作为湘菜的领导品
牌之一，应该扛起湘菜品牌的大旗，引
领正宗湘菜走向全国，将湘菜文化发扬
光大！”

最后，费大厨创始人登台宣布：费
大厨的全国战略，品牌全新升级。他表
示：“费大厨将通过三年的时间，在全国
开设100家直营店。”

关于费大厨为什么能获得大众点
评三连冠，费大厨创始人表示，“坚持不

炒作、坚持大厨体系、坚持传承与创新、
坚持直营不加盟、坚持顾客第一，我相
信顾客的口碑会成为我们坚实的后
盾。”

费大厨发展至今，显然离不开粉丝
们的厚爱与支持。本次活动，费大厨特
别邀请几位粉丝来到现场，见证费大厨
的再次夺冠。

有四位特别粉丝 ，“水饺大王”喜
家德的创始人高德福，“毛肚火锅大王”
巴奴毛肚火锅创始人杜中兵，“快餐大
王”老乡鸡创始人束从轩，“酸菜鱼大
王”太二酸菜鱼创始人管毅宏纷纷云祝

贺费大厨荣获大众点评三连冠，并一致
期待费大厨的全国战略。

四位“餐饮大王”，很是期待费大厨
的直营店能开到他们所在的地区，这样
他们就能吃到正宗的辣椒炒肉了。四
位“餐饮大王”的祝福，也预示着“小炒
肉之王”的诞生。

费大厨蝉联大众点评三连冠再次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夯实了自己在湘
菜领域的领导地位。对于费大厨来讲，
今天是全国战略的开始。湘菜能在中
国餐饮领域占据什么地位，不仅靠费大
厨，更是依靠湖南所有湘菜品牌的努
力。祝贺费大厨荣获大众点评必吃菜
三连冠并代表湖南正宗湘菜走向全国，
同时也为湖南餐饮加油！

（朱 倩）

费大厨荣获大众点评必吃菜三连冠，湘菜领导品牌露峥嵘

费大厨荣获“三连冠”暨全国战略发

布会现场。 （费大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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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扶贫先锋科技扶贫先锋 邓后勤：

山路弯弯十四载
科技富农梦正圆

邓后勤，1972 年 4 月出生，
湖南永兴人。湖南农业大学食
品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湖南省科技特派员，
湖南省“三区人才”，湘西特聘专
家。多次荣获“湖南省优秀科技
特派员”称号，2019年被科技部
评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
2020 年挂职汝城县政府副县
长，担任汝城县科技专家服务团
团长。

彭瑞林

7 月 21 日，天气好，一大早我
叫上几位同志，一起驱车去湘乡市
中沙镇和谐村看看我的帮扶对象
左正坤。

2017年我开始结对帮扶左正
坤一家。当时老左全家居住在几代
蜗居的破旧土砖房里，大儿子患有
脑瘫，小儿子正在读书，每年需要1
万多元学费，他自己身体较差，平时
打些零工，虽然入了低保，但依然过
得十分艰难。这几年他们通过危房
改造搬进了新家，夫妻俩也找到了
工作，日子逐渐有了起色。

我一直在琢磨，扶贫的关键主
要还是两条。第一条是扶智。左正
坤小儿子是一家人的希望，我一直
鼓励他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后
来他考上了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今
年毕业了，马上就可以参加工作。
第二条是要帮贫困户找到事情干。
左正坤后来在家附近的苗木基地打
工，妻子在家做竹产品加工，每天虽
辛苦，日子却过得舒心踏实。

一进门，就看到左正坤夫妻俩
坐在板凳上制作竹纸伞，地上摆着
一捆捆扎好的伞骨。看到我来了，
夫妻俩满脸都是笑容，立即起身，
老左还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不
禁感慨，老百姓真是最可爱最可亲
的人，握手的力度体现的就是老百
姓内心的感激程度，我仅仅是帮他
们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事，他们就
深深地记在心上。

我坐在老左的板凳上，饶有兴
致地学着制作伞骨。这几年，村里
引进了荆峰莉竹木加工有限公司，

带动 62 户贫困户就业，每年可为
贫困户创收 150 余万元。贫困户
自己在家制作伞骨，再卖给公司，按
件计量现金结算，足不出门就有稳
定的收入。算起来，左正坤夫妻俩
一天可以挣100元左右，有时还去
村上的合作社做点事、赚点外快，一
家人一年有3万多元的收入，日子
越过越红火，对未来充满信心。通
过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走产业扶
贫的路子才是稳当的、长久的。

走出门，看见他们的屋前屋后
种满了花草，一片生机盎然。我很
高兴，也很欣慰。老百姓在温饱问
题解决后，注重的就是精神享受。

从左正坤家出来，我走到了老党
员左汉科家中。左老打过仗，曾在部
队立过三等功。跟我聊天时，他感慨
很深，从以前穷苦的日子一路走来，
目睹了许许多多翻天覆地的变化，这
一切都要感谢党的好政策。看着他
激动的神情，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天我还走访了中沙镇万福居
委会的街坊代表田嘉文，与他聊了
很久。从老田身上我看到了众多镇
村干部的身影，他们对基层情况最
熟悉、对群众困难最了解，一门心思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谋福利，在
平凡的岗位干着不平凡的事业。

之后的现场办公会上，我对脱
贫攻坚提了要求，为村上解决水利
建设、人居环境等方面的问题。

我经常讲，扶贫抓不好就是没
良心，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扶贫不
仅是政治任务，而且是积善积德之
事。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丝毫
不能松懈。
（作者系中共湘乡市委书记彭瑞林）

晓宇

2018年2月，我被单位选派到
韶山市银田镇三华村，任驻村工作
队员，怀着向往、忐忑、憧憬的心情
成为一名专职扶贫干部。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到村没几
天，我就碰到了第一个难题。这
天，村第一书记对我说：“待会，我
带你到所有贫困户家中走一遍，希
望你能记住他们的房子，并对应记
住贫困户的名字。我做到了，希望
你也尽快做到。”

我想了个法子。先是把贫困户
的名字抄下来，再把贫困户的家庭
位置绘成方位图，让女儿说出贫困
户的地址后，我说出贫困户的名
字。就这样，通过两天两夜的不停
努力，在第三天我很兴奋地向第一
书记报告：“现在我也认识了咱村所
有贫困户的家”，并且当场说出每户
贫困户的名字、房子位置、特点，小
组名称也无一出错。作为一名常驻
工作队员，到村没几天就认识了所
有贫困户的家，我挺骄傲的！

在接下来的上户走访过程中，
我又碰到了第二个难题。我发现
一些贫困户并不是很乐意和我交
流。他们认为，我只会教书，对农

村的情况不熟悉。
面对村民们质疑的眼神，我没

有退缩，而是跑遍三华村的田间地
头、房前屋后、猪圈鸡舍，访民情、听
民声。同时，我上网学习有关扶贫
知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
攻坚的论述，学习脱贫攻坚知识百
问百答。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炎炎
夏日，一次次来到贫困户家中，一遍
遍给他们宣传各项扶贫政策，与他
们促膝谈心。渐渐地，贫困户看到
我时热情了，也愿意和我交谈了。

自打我成为一名常驻队员，与
家人见面的时间就少了，使我深深
地体会到什么是“五加二”“白加
黑”。为了和贫困户见上面，我常
常在炎炎夏日的午饭后或者晚上
上门走访，毫不夸张地说，三华村
的每一个地方，都烙上了我走过的
痕迹，留下了我的汗水。

如今，我所在的扶贫村正在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路好走了，环
境更美了，出行更方便了，贫困户不
再愁吃、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得到了保障。每每想到这
些，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扶贫
路上我也绽放出人生的芳华。

（作者系韶山市民政局培训中
心工作人员）

7月22日，汝城县大坪镇辣椒产业基地，邓后勤（左二）教授在田间指导农户。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扶贫，扶的是信心，凭的是良心

扶贫路上绽放人生芳华

我的脱贫乡亲
——一线扶贫干部手记

名片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8月，因为在长沙组织汝城白毛茶品
鉴会，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副教
授邓后勤回了一趟久违的校园，然后在
家呆了一个晚上就走了。

自从2020年5月邓后勤到汝城县挂
职当副县长兼科技专家服务团团长，这
个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就没有了暑假，
甚至双休日也没了。此次，他急着赶回
汝城筹办第二届汝城辣椒文化旅游节。
正是辣椒销售季节，如何让农民丰产又
丰收，邓后勤一刻都不想耽误。

时间闪回到2007年1月4日。邓后
勤被湖南省委组织部选为科技特派员，
第一次下派到张家界市慈利县开展帮扶
工作。“戴副眼镜，提个电脑包，第一天就
到站里来了！”时任景龙桥乡农业技术推
广站站长的高美林回忆起13年前的那一
幕，印象依然清晰。他很惊讶，邓后勤早
就调查研究了慈利的土壤、气候适合种
油茶，知道景龙桥乡有种植油茶的传统，
还有一片野生油茶林。他想以景龙桥为
试点，把慈利的油茶产业搞上去。

邓后勤真在景龙桥乡安营扎寨了。
他成立了油茶协会，带着大家到省林业
科学院找专家，去攸县、浏阳等地学习油
茶大户的种植经验。自掏腰包，在浏阳

买了2万株好苗，种了300亩油茶。他又
指导县政协委员高美林，呈报《恢复慈利
油茶产业》的提案，获得县政府重视，新
扩展油茶 3000 亩。对农户进行油茶科
学种植管理培训，1.7万亩老油茶林产量
低，邓后勤指导大家让油茶树矮下来，清
除杂树、杂草，施肥。

“不只管种，还管加工！”高美林记得邓
后勤引进了高科技油茶加工企业，使油茶
籽的出油率从22%提高到28%。又到各村
收集废弃的老设备，开了一家榨油坊，吸引
游客来体验，茶油价格提高了35%。

住在乡政府无空调无电视无洗衣机
的单间里，双休日食堂不开饭，条件很艰
苦，但邓后勤每个月都要转几趟车来景

龙桥，有一次待了28天。妻子怀疑他被
山里的“狐狸精”迷住了，儿子“侦察”后，
才知“狐狸精”原来是慈利的油茶。

“别人待一两年，他待了10多年！”高
美林没想到，邓后勤2010年又到岩泊渡镇
扶持红薯产业，2014年到洞溪乡扶持辣椒
产业，一直在慈利县的山里打转转。不过，
不管邓后勤在哪里，总会经常打电话来询
问油茶的发展情况。高美林有啥疑难问
题，一个电话打过去，也总能得到解答。

邓后勤自己也没想到，这个科技特
派员他在湘西一当就是这么多年。刚去
时，妻子还在醴陵工作，8 岁的儿子在长
沙交给了岳母，正读小学二年级；一转
眼，儿子都读大三了。

邓后勤的妻儿后来才知道，慈利山
里的“狐狸精”，除了油茶，还有很多。

慈利县岩泊渡镇，有 400 年的传统
红薯粉丝加工历史。听说这里因技术落
后，传统红薯粉丝加工企业举步维艰，邓
后勤又被勾了魂。他牵头组建了由省、
市、县科技特派员参与的慈利县红薯产
业化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张家界丝丝湘食品有限公司的老板
向延勋，是岩泊渡镇最早一批做红薯粉
加工的。邓后勤的到来，让他真正体会
到了科技的力量。原来4个人一天加工
500 公斤红薯粉，胳膊疼得第二天都抬
不起来。邓后勤指导改进传统工艺，解
放了双手，4 个人一天可加工 1000 至
1500 公斤。原来没有明矾做不出红薯
粉，但明矾不利于健康，邓后勤科研攻
关，发明了不添加明矾的工艺，让原来
20 多元每公斤的红薯粉现在批发卖到

了40多元每公斤，零售价格还翻倍。研
发的杜仲红薯粉丝、紫色红薯粉丝、红薯
酸辣粉丝更是广受消费者青睐，销到了

“北上广”。2015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生
产的 2000 公斤红薯酸辣粉丝获准进入
香港，这也是慈利县加工食品首次走出
境外。

“他是岩泊渡的功臣！”说起邓后勤，
向延勋直竖大拇指。他的“丝丝湘”成为
当地的龙头企业，厂房从700平方米扩大
到4400 平方米，拥有3 条红薯粉丝生产
线，其中“岩泊渡”传统手工粉丝制作技
艺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收
从每年不到 200 万元增加到 400 万至
500 万元。带动当地 3900 多户农民，人
均增收900多元，合作社成员的人均收入
增加了1900多元。

2014年，“七个一簇，朝天生长”的洞
溪“七姊妹辣椒”又夺走了邓后勤的心。

它们“上汗不上火，辣口不辣心”，但只在
慈利洞溪乡海拔700米高山上杂乱地种
了一些。邓后勤为“七姊妹辣椒”制定了
长远的产业发展规划。筛选优质辣椒种
子，推广标准化育苗和高效栽培技术，建
立20亩辣椒育苗基地和200亩农业示范
基地，开发辣椒加工新技术和新产品，编
制《中国地理标志·洞溪七姊妹辣椒》地
方标准……在他的带领下，慈利县成功
将洞溪“七姊妹辣椒”打造成了中国地理
标志产品。现在，“七姊妹辣椒”种植面
积达2.2万亩，亩产提高150至250公斤/
亩，增收1000至1500元/亩。辣椒产业
年产值达3亿元，带动近1000户农民脱
贫致富。

“他是真正干事业的！”13 年，邓后
勤服务一个又一个产业、科研解决很多
难题的故事，还在慈利流传。虽然去了
汝城，他还是慈利县的“三区”科技人才。

“他正是我们想要的人！”盛夏，在汝
城望不到边的辣椒基地，鑫利和繁华两
家食品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邓后勤
来汝城之前，他们就摸清了他的“底细”：
本科在湖南大学读化学化工专业，硕士
和博士在湖南农业大学的研究方向分别
是食品科学和园艺产品采后科学与技
术。本科毕业后在醴陵电力电瓷电器厂
干过6年，当过技术厂长，有管理经验。

来汝城，邓后勤的身份不一样了，副
县长兼科技专家服务团团长。7月18日，
汝城的柰李节，老百姓就见识了这位副
县长的实干精神。柰李节上，每天上万

游客进入沙洲，现场销售33.5万公斤，网
络带货达 65 万公斤，客商签约 14 个，协
议采购386.5万公斤，批量采购首次发货
上海、深圳等地。但热闹过去，邓后勤想
的是柰李的品种筛选、优化、制定标准、
加工、品牌打造等一系列问题。不仅柰
李，汝城辣椒要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生姜目前还只有鲜卖，储存保鲜、
加工得提上日程；汝城白毛茶还要打出
品牌……这些，都是邓后勤正紧锣密鼓
抓的工作。

“我一直是产业链思维。”作为科技
专家服务团团长，邓后勤把省、市、县和

特邀的52名科技特派员分成茶叶、蔬菜、
水果、中药材、畜牧、其他6个大组，每个
组都是一个产业链，指定分团长，以项目
合作带动各个组的积极性。邓后勤认
为，只有用现代工业思维改造传统农业，
每个产业种、养、加工、销售拉长产业链，
第一、二、三产业形成循环，才能保证产
业的持续发展，真正带动老百姓致富。

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在“半床被子
温暖中国”的汝城，邓后勤似乎有使不完
的劲。烈日下，他和记者挥了挥手，匆匆
赶去基地了。我知道，他的科技富农梦
永远做不完。

易禹琳

山道弯弯，岁月悠
悠。在湘西北慈利的
山路上颠簸了13载，现
在又奔波在湘南汝城
的山路上。邓后勤不
以为苦，他说：“一往山
里走，我的鼻子就舒服
了！”今年 4 月，他就想
来汝城，因为疫情，不
得不拖到了5月。

邓后勤的鼻子是
山 里 的 ，胃 也 是 山 里
的。他和山里人同吃
同住，一张床，两三个
菜，吃得香，睡得香，晚
上还和大家一起“扯白
话”。他的心也和山里
人贴在一起，看到剁辣
椒的农妇辣烂了一双
手，他带着老板跑到山
东 诸 城 买 来 了 斩 拌

机。装辣椒的坛子不美观影响
品牌形象，他特意跑到醴陵去
定制了坛子。山里人送货到外
地，怕受骗，他跟着押车。三伏
天，在大货车上挤了8小时。

邓后勤感恩自己13年科技
特派员的身份，收获了有授权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各 1
项，拥有2项科技鉴定成果，开
发了5个新产品。而他的其他
身份——食品生产许可证国家
注册审查员、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蔬菜
加工分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
中药协会杜仲专业委员会常务
委员等，仿佛都是为了给他当
好这个科技特派员助力。

“这里的孩子高考填志愿、读
研选专业都来找我商量。过年
了，家家户户喊我去吃杀猪饭。”
在汝城的山路上，邓后勤和山里
人的故事讲不完。话语里的深
情，让记者不禁猜想，他在汝城挂
职两年，也许又要延长了。

“别人待一两年，他待了10多年”

分了六大组，每个组都是一个产业链

油茶、红薯粉、辣椒都搞，他是真正干事业的

全省BIM审查开始实施
施工图审查由“二维图纸”跨入“三维模型”时代

湖南日报8月18日讯（记者 陈
淦璋 通讯员 段婧轩）昨天召开的
全省施工图BIM审查试点动员会透
露：自今年 8 月 1 日起，全省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图BIM审查功能正式上
线运行，为发挥试点示范引领作用，
省内建筑甲级勘察设计企业全部纳
入 BIM 审查试点，试点企业须选取
本单位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总数的
10%及以上申报BIM审查。

BIM是“建筑信息模型”的英文
简称，将工程项目以三维数字模型呈
现。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施工图审
查制度改革，推出了施工图数字化审
查、政府购买服务、“多审合一”“多图

联审”等一系列举措，同时高度重视
BIM技术在住建事业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利用BIM技术推动施工图审查
由“二维图纸”向“三维模型”、由人工
审查向机器智能审查转变。

此次会议，召集了全省建筑信
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创新战略联
盟60多家主要成员单位参加。根据
部署，我省将以 BIM 审查试点为契
机，全面开展BIM正向设计；联盟成
员单位将围绕“AI 设计与审查”“基
于 BIM 的全过程工程咨询管理”等
共性课题开展合作攻关，加快成果
转化应用，推动 BIM 技术与全过程
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的融合发展。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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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