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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晨雾弥漫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双
江镇芋头村，远处山巅的鼓楼随云雾游动
若隐若现，整个寨子披上了一层轻纱，美
如仙境。

侗寨门口，侗家姑娘临门而立，挽着
侗锦、手捧米酒；侗家芦笙队分列两边，芦
笙响起，酒香飘飘，迎接第一批进寨的游
客。

空灵的鸟鸣声、潺潺的溪水声、清脆
叮当的琵琶声、悠扬的芦笙声和热闹的人
声汇成一曲充满侗乡风情的交响乐，在山
谷中回响，古老的侗寨青春焕发。

8 月 18 日这一天，芋头村接待游客
163人次。通道丹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芋
头景区总经理杨光说，近年来，芋头村大
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促进了村民持续增
收，为村民脱贫提供了有力支撑。

芋头村是典型的山地沟谷侗寨，始建
于明洪武年间，因山峦形似一颗山芋头而
得名。以前，芋头村也尝试过进行旅游开
发，但收效甚微。

杨光是从侗寨走出的大学生，回乡前
已在北京打拼近10年，在一家大型演艺
场担任舞台总监，薪资不菲。

“能用音乐宣传自己的家乡，是我的
梦想。”2015 年，杨光得知家乡要以侗族
歌舞为重点，打造侗族风情景区的信息。
考虑良久，他毅然辞去工作，带着梦想回
到芋头村，担任景区侗族艺术团团长。
2018年，他又当上了景区总经理。

侗家人热爱歌舞，几乎人人都能唱几
句侗歌、跳几段侗舞，村里也活跃着一支
由村民自发组成的表演队。

以侗族婚嫁习俗为灵感，杨光策划了
一场大型实景演出——《行歌玩月》，原汁
原味地还原侗族生活。村民表演队被杨光

“相中”了。
为了把这支 50 来人，最大年龄 72

岁、最小18岁的村民表演队变成真正的
演员队伍，杨光组织了为期一个月的集
训，制定周密的训练编排计划：手把手地
教授简谱和五线谱，和村民们一同压腿练
功吊嗓子……

建档立卡贫困户吴愿梅是表演队的
一员，2015 年参加艺术团。“除了日常排
练，杨老师还给我们布置‘作业’，每星期

必须学会 3 首侗歌或者 1 个侗舞桥段。”
吴愿梅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考核，一名女团
员因为太过紧张而大哭，“杨老师一直鼓
励她，等她平静下来，考出了相当好的成
绩。”

正式公演那天，远道而来的游客无不
被侗家都郎玉女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掌
声经久不息。村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景
区顿时声名鹊起。

一时间，驻足芋头古侗寨听上一曲已
有2500多年历史、多声部、自然合声的侗
族大歌，赏一场侗家姑娘与侗家小伙演绎
的芦笙舞，成为游客们的向往。

村民表演队与景区签订劳动合同，吃
上了“演出饭”，还成了远近闻名的“网
红”。

如今，吴愿梅平时在景区负责讲解、
检票等工作，周末登台演出，一年收入 2
万多元。

在吴愿梅看来，艺术团不仅为村里带
来了游客和收入，也让乡亲们变得越来越
自信。“我马上就能考取观光车的驾驶执
照，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吴愿梅说。

游客来了，商机来了，村民的脑袋也
更加活泛。这几年，村里的民宿、农家乐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2017年，村民杨敏
建起两层木质小楼办民宿，当年就有2万
多元的收入，今年生意更红火，预计能达
到7万多元。如今，村里大大小小民宿达
18家。

2018 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扶
贫队入驻芋头村，打造、引进了一系
列项目，为古侗寨带来了更大的发
展空间。

2019 年，芋头古侗寨获评国家
4A级景区。眼下，杨光又在策划一台
新节目，“争取让景区更上一层楼。”

■记者手记

他们，让600多年侗寨青春勃发
陈昂昂 雷鸿涛

听说寨子里有几个年轻老板，还是大
学生。

芋头古侗寨始建于 1368 年，距今已
有 600 多年历史。记者漫步其间，感受到
的是一派生机勃勃。

“90后”党员大学生杨奥，曾在广州、
长沙务工。2017 年，他返乡创业，成立通
道南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流转40亩土
地，主攻“黑老虎”育苗。现在，他还是村企
——通道育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责任重大。这家村企由村集体100%控
股，是村里农林旅融合发展的平台，去年，
公司向村民分红及发放福利26万余元。

2015 年，寨子里走出的党员大学生
杨光回来了。“‘北漂’时工资是2.6万元，
回到村里工资是6000元。”杨光是怀化学
院舞蹈编导专业的毕业生，寨子里亦有他
的舞台。如今，他是通道丹霞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芋头景区总经理，带领一群老百姓
吃“旅游饭”。

还有种植大户杨昌宏、通道绿藤仿真
植物加工厂负责人杨通冠、能人杨校梅等
年轻党员，他们都在古侗寨找到了属于自
己的坐标。

“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我们依托国家4A级旅游景区芋
头古侗寨，走农林旅融合发展之路，成立
村企搭建平台，给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党员

‘压担子’，他们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和人
生价值。”驻芋头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
书记龙国祥说。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赵雨杉
郑丹枚
通讯员 刘飞 张琳琳

8月17日上午，碧空如洗，无人机航
拍下的油斯村，满眼青山绿水，新修的13
公里村路四通八达，像一根根白线，把村
里9个错落有致的自然院落串联出了山
外……

油斯，油斯，油之斯斯，在当地方言
就是油多之意。

油斯村，这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
产油茶的小山村，现在已变成名副其实
的油斯村。

邵阳县是公认的“中国茶油之都”，
油斯村是邵阳县黄亭市镇西南的一个小
山村。油斯村里的人家，大都姓吴，据说
祖上是从江西迁徙而来，聚居于此，开枝
散叶。不知从何时起，油茶树在油斯村漫
山遍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年每户都
能收100多公斤茶油。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村外打
工，更由于交通不便，树种老化，分散经营，
生产成本过高,产量过低，村民赚钱不到，越
来越多的油茶树变“老”了,山慢慢荒了。

2018 年 4 月，油斯村来了邵阳市政
府办驻村帮扶工作队，搬起板凳进院落，
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请大家参加村民
说事的恳谈会，急于脱贫致富的村民点
出了油茶这道题。

培育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出路，油
斯村怎么干？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杨文明
和村党支部书记吴吉祥想到了一块：油茶
是个盆，要把油茶产业重新做起来！

8月17日上午，阳光灿烂，负责牵头
村集体的油茶林锄草工作的吴六成带着
一帮村民，扛起锄头上了山。64岁的他喜
上眉梢，今年种了20亩西瓜，刚刚丰产收
获了一万多公斤，光这一项就收入3万多
元。更让他高兴的是，他把自己的油茶林
也流转到村集体，只等好收成。

正在花生地里忙活的种植大户吴涛满
怀希望。油茶苗种下去，虽然要6年后才能
挂果投产，但受益时间长达80年以上。工作
队来了后，他流转了24亩“入股”，受益后这
一年预计可收入十几万元呢。

2019 年 4 月，驻村帮扶工作队和村
支两委决定，要以油茶产业带领油斯村
所有贫困户高质量脱贫，全村上下有了
统一的想法：立足长远，由村级统抓统建
统管，带动全村油茶产业发展。

杨文明拍着胸脯说，为了做好油茶
产业，他们这几年扫除了一个“拦路虎”，
做了三件实在事，一定要实现油斯村的
油茶产业崛起。

原来，工作队在村民院落恳谈会上
了解到，村里有个多年未能解决的违约
复垦油茶林地承包合同纠纷，涉及430多
亩林地,是一个“拦路虎”。杨文明带人前
前后后磨了 9 个月，终于把地收回来。
2019 年，这块荒废的林地全部种上了新
茶苗。

第一件事是把路修好了，现在村里
带安全护栏的高标准水泥路四通八达，
山上的产业便道也是七横八纵。村民高
兴地说，村子的出口原来只有一个，现在
变魔术一样变成5个。第二件事是提升茶
林品质，对500亩老油茶林进行了低改。
第三件事是壮大村集体经济，成立油斯
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盘活村里现有
林土资源，流转1100多亩地由村集体统
一经营。这个山村的 4500 亩林地，现在
80%都是油茶林。

目前，油斯村已建成千亩油茶示范
基地，村里的农业公司预计年收入20万
元。村里还计划建一个榨油作坊，以后还
要通过电商平台促销油茶产品。

8月17日下午，记者登上种满新油茶
的山岗。阳光灿烂，层峦叠嶂，新油茶林
在初秋的阳光下依山成行，已然成林。

油斯村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记者手记

油斯村的幸福气息
赵雨杉 郑丹枚

油斯村是块山清水秀的福地，记者
在这里看到的，是每个村民脸上都洋溢
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70 岁的吴林云 2016 年脱了贫，他掰
着手指头告诉记者，今年养了13只羊、几
十只鸡，种了油茶，还种了水稻、玉米、花
生、油菜，今年光卖羊收入就有上万元。

像吴林云这样勤恳的村民，村里比
比皆是。在工作队的努力下，大家都在往
小康的路上奔，村里没有人游手好闲，正
是家家有产业，户户有奔头。记者明显感
受到，村民们都有一种感恩的心态，愿意
把自己的创造潜力发挥出来。

一个穿着红衣的大姐，原来是个经常
提意见的“上访户”，现在看到驻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杨文明，满脸欢笑地走上前,贴着
耳朵说：“我想多种些葡萄，希望村里的产
业便道能延伸到我家那块地头上。”

她不知道，杨文明8月初为了村里的
事累出了急性阑尾炎，手术创口还没拆
线又赶回村里……

不一会儿，全村的100多盏太阳能路
灯亮起来，欢声笑语间，氤氲着幸福的气
息。

湖南日报记者 熊小平 周俊 邹娜妮

1990年出生，2个孩子的妈。她，
为什么选择到大山深处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

今年3月，经6轮全英文面试，她
成为全国 6 名扶贫青年典型代表之
一，被邀请参加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
青年大会，向世界讲述中国脱贫攻坚
的故事。在我省4月启动的脱贫攻坚
一线干部考察中，她获得好评。她，凭
的是什么？

带着疑问，记者近日分赴新化县
奉家镇秦人社区、炉观镇，探访新化
县团委副书记、炉观镇党委副书记邹
玖霖的扶贫足迹。

920米，拉通9户贫困户
盼了一辈子的路

驶过一道道弯，开一小时的山
路，才从奉家镇镇中心抵达海拔920
米的秦人社区一、二组。

不远处，贫困户奉祥停好摩托
车，满面笑容地小跑过来。握着邹玖
霖的手，他喜悦又有些忐忑地问：

“‘90 书记’回来了！这次回来莫走
了！”

这份不舍，缘自脚下的路。
峰峦叠嶂之间，一条5.85公里的

毛坯路蜿蜒向上。2018年2月，邹玖
霖请缨赴任奉家镇秦人社区驻村第
一书记、帮扶工作队队长。在走访时，
她发现一、二组9户33名贫困户出行
皆是林地山路，孩子上学需步行2个
多小时。

贫困，如大山围困，如重石压心。
当地贫困户紧紧拉住“90书记”,希望
把盼了一辈子的路拉通。

在没有任何项目资金的支持
下，邹玖霖与社区干部、扶贫队员
攻坚克难，与工程队协商好分 3 年
付清款项。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有的义务做工，有的无偿提供
自留地修路，还有 6 户每户主动捐
款 2 万元。

在山间探路时，苦和累都顶得
住，但各类蛇虫却把这个城里姑娘吓
坏了。自此，她把心爱的裙子换了，登
山杖和登山鞋成了出行标配。

如今，路拉通了，硬化建设已上
报立项。奉祥买了辆小摩托，送女儿
上学只要 30 分钟。他发展自己的产
业，领着城里的客户到山上买牛，把
山头无人问津的竹子卖出了好价钱，
已经顺利脱贫。

500米，手机号被标记
为“快递来电”

奉家山平均海拔500米，空气是
清新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但过
去，人们一直守着绿水青山过苦日
子。城里人稀罕得很的绿色食品高山
红心薯，当地农户吃不完,都拿来喂
猪，有的甚至烂在地里没人收。

用现代化思维解题。邹玖霖瞄准
商机，迅速在省电商扶贫平台注册

“奉家山原味土特产”扶贫小店，“挂
上”各类红薯干、猪血粑、坛子菜等农
特产，同时利用微信朋友圈和亲朋好
友圈卖货。

有了平台，货品质量好，一时间
订单如潮。邹玖霖带领扶贫队员既当

“店小二”，又当“快递员”。当年，工作
队卖出红薯干 1500 余公斤，为群众
增收 6 万余元。因为送货频繁，邹玖
霖的手机号码至今仍被标记为“快递
来电”。

生活在县城，又没有独立农村工
作经验，面对这名“90后”，秦人社区
党支部书记刘初君早已打消疑虑：

“一个女同志长期驻村，做出一系列
的‘敢为人先’，我们当地干部深受鼓
舞。”

2018 年底，针对少数贫困户领
救济款赌博的不良行为，邹玖霖联合
镇派出所、扶贫站等单位开展联合禁
赌行动。一时间，“扶贫不扶懒汉，更
不扶赌汉”的决心，通过村广播传进
每个贫困户的心里。

在警示和劝导下，爱打牌的贫困
户奉云姣，交来“检讨书”和“决心
书”，不仅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种养
殖培训班、面点培训班，还带领几位
牌友加入茶叶种植合作社。

雷霆治赌之外，“90 书记”心怀
柔情，不断丰富着脱贫工作内涵。自
创“秦人社区党建公众号”，全面快速
地传递党建工作动态和扶贫、惠民信
息；引导公益机构为奉家镇中心小学
等 6 所学校捐赠图书 3000 余册；多
次邀请心理咨询师开展扶志讲座，建
设涵盖图书室、棋牌室、多媒体室等
功能的社区青年之家……

190米，组建首支脱贫
攻坚“飞虎队”

“这么热的天，让你别来，怎么又
来了？”返回炉观镇“主战场”，邹玖霖
马不停蹄走家串户，却被横岭村的贫
困户杨平元“唠叨”了一番。

虽已脱贫，杨平元的家人均在外
打工。担心他独自在家，邹玖霖每月
都会探望 3 次以上。长期跑山区，练
就一身好车技的她笑着说：“别担心，
我是‘老司机’。”

炉观镇是一个集矿区、库区、林
区为一体，社情复杂的农业大镇。
2019年6月，邹玖霖挂职炉观镇党委
副书记，除分管脱贫攻坚，还担任云
溪片区的片区长。这里不比奉家镇山
高路险，平均海拔仅 190 米，工作难
度却直线提升。云溪片区群工办书记
袁鸿说：“全镇9个贫困村，云溪占了
6个，任务之重，可想而知。”

“90 书记”没有畏难，她动起了
脑筋：实行“周清单制”，每周一晚
上召开例会，总结梳理各村脱贫任
务和问题；对所有贫困户和边缘
户、脱贫监测户等重点户做好“一
超过、两不愁、3+1 保障”佐证材料，
以入户图片形式，直观展示该户底
线情况。

同时，她从镇、村两级挑选业务
骨干，组建全县首支脱贫攻坚业务小
分队。去年以来，小分队分赴各村、社
区开展轮流排查 20 次以上，完善基
础资料、交叉督查、反馈问题、交办清
单等工作，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为脱贫
攻坚“飞虎队”。在去年全省脱贫攻坚
第三方评估中，炉观镇实现零问题提
交。

“很多人不知道，玖霖是学法律
的研究生，可是身上却没有丝毫‘书
呆子’气息。”炉观镇党委书记邹丹
说，机关院子里几乎看不到邹玖霖的
身影，她不是在村里，就是在进村的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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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调研组在奉家镇、炉观镇走
访调研时，干部群众反映邹玖霖“对
党忠诚,工作中尽职尽责,实干精神可
圈可点”，始终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刚健勇毅。

考察调研组组长张永中说，她时
常一张笑脸，对贫困群众、对同事、对
事业都是一个样子。她身上有一种与

“90 后”同龄人一样，但又不同的气
息：阳光，执着，不骄躁，韧劲十足，很
自然地把青春燃烧在事业中。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古人云，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
间，唇齿相依。民法典设立“相邻关
系”条款，为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指明
了方向，为构建和谐的相邻关系加了

“保险栓”。8月19日，记者采访了岳
阳市临湘市人民法院法官张彬，对此
进行解读。

【原文】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

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
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
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不动
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排
水提供必要的便利。

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不动产权
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道等
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
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

【案例】
欧阳先生与李女士夫妻购买了

临湘市一栋楼房的一楼房屋，汪先生
购买了二楼房屋。该栋楼房共用一根

排污下水管道，曾出现下水管道堵塞
问题。2019年春节期间，李女士将一
楼房屋大便器堵住，以防止污水倒
灌。假期过后，李女士发现，因一楼排
污管道堵塞导致污水倒灌至二楼，使
汪先生的房屋渗漏，又导致一楼自家
的房间部分家具及电器受到损害。欧
阳先生和李女士将汪先生诉至临湘
市人民法院，经鉴定，原告房屋内损
坏物品价值为 12460 元。近日，法院
审结此案，酌情认定被告对两原告的
财产损失承担40%的责任。

【解读】

为和谐相邻关系
提供“保险栓”

“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小
小矛盾，时常会大大干扰和谐的邻里
关系。”张彬法官指出，民法典中的“相
邻关系”条款，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
要，为解决新型居住方式中出现的人
与人之间的纠纷设立了准则，也为构
建和谐的相邻关系提供了“保险栓”。

“上述案例中，原告堵住自家下
水管道，未尽到日常的注意义务疏于
管理，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系排污
管道的公共使用人之一，管道堵塞时

未能及时发现并采取补救措施，应承
担次要责任。此案中，原、被告均不申
请追加楼上的住户为共同侵权人，案
件已审结执行到位。”张彬分析说，在
处理此类相邻关系引起的纠纷时，要
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兼顾各
方利益。

张彬指出，如今，随着住宅商品
化的广泛普及，人们对自己所购房屋
的环境要求日渐重视，不动产所有人
和使用人从关注房屋通风、采光、通
行等，扩展到小区环保、绿化、安全等
诸多方面。相邻关系的发生并不以

“毗邻”为必要，各栋住宅之间也可能
因采光、噪音、铺设电信光缆等发生
相邻关系。传统平面的相邻关系已发
展为立体的相邻关系，随之而来也带
来了更为严格的注意义务。

“现在，大部分住宅小区用于日
常生活的设施都是共用的，每位住户
某种无意的行为，都可能影响其他住
户的生活。相邻关系类型日益丰富，
要达到规范社会生活秩序的效果，相
邻关系条款的内容还应予以丰富，以
增强实际可操作性，成为住户日常生
活中的行为准则。”张彬提醒，在这种
新型居住方式的大环境下，每位住户
都要时刻注意自己的日常行为，尽量
避免给他人造成困扰和损害。

地老天荒，艺术团飙歌芋头侗寨

漫山遍野，油斯村老树枯木逢春

青春在扶贫路上燃烧
——记新化县团委副书记、炉观镇党委

副书记邹玖霖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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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而居，守法促和谐

8月18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芋头古侗寨，侗家人身着民族服装，边走边唱，
欢迎远方的客人。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8月17日，邵阳县黄亭市镇油斯村，村民吴顺田在山上放牛。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藤椅“编”出
脱贫路

8月19日，双峰县印塘乡
岳家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滚兰
花在自家编织藤椅。该县康怡
藤艺有限公司通过创建扶贫
车间、技能培训，安置了12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近就业，平
均月工资达4000元。

王斌 李建新 摄影报道

——扶贫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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