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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严万达

麦子园村不种麦子，却腌泡菜，家家户
户，坛坛罐罐。

辣椒收获季，泡菜腌渍时。如何用老祖
宗传下的手艺，做一坛正宗的麦子园泡菜？8
月 21 日，永州冷水滩区麦子园村村民甘发
荣给记者做了个示范。

必备的是一口肚大颈细陶土坛，摆放在
四季恒温地下室，将洗净晾干后的新鲜辣椒
填满坛体，插入4条竹篾，呈井字型压实，哗
啦啦倒入按比例调配好的米酒和盐水，再在
坛沿处倒水，盖上坛盖密封，这算是完成了
第一步。

接下来呢？“接下来，就等它在坛子里慢慢
发酵。”甘发荣指了指身后，800平方米的地下
室，2000多个半人高的泡菜坛整齐排列，不光
有辣椒，还有豆角、大蒜。秋分之后，坛中美味
便可呈上餐桌。

如此壮观有序的地下泡菜腌渍厂，记者
第一次见，对习惯了家庭腌渍泡菜的麦子园
村村民们来说，也是新鲜事。

2019年8月，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麦子
园泡菜厂落地建成。多稀奇啊！这个偏远的湘
南小乡村，长的从来是玉米、花生，头一回

“长”出白墙蓝顶的现代化工厂。
47岁的贫困户潘尚忠看了心痒痒：如今，

自家村里终于盼来了产业，脱贫有望！
东拼西凑，潘尚忠借了8万元，和村里其他

19户村民一起，入股麦子园泡菜厂。
很快，泡菜厂开始投入生产。潘尚忠喜

滋滋地盘算着，第二年就该挣大钱了。
然而，创业初期，谈何容易。麦子园泡菜

厂坚持收购优质辣椒，却因缺乏渠道，导致
产量可怜，原计划生产 100 吨的泡菜，只生
产出20吨，有订单，没有货。

股东大会上，村民闹翻了天。
“工作队骗人，还我本钱！”“泡菜产业是

不是不挣钱？”
永州市政府办驻麦子园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刘建军认真思索，当初设想在麦子园村
发展泡菜产业，是工作队根据麦子园村实际
情况，历经几个月四处调研，找准市场空白
做出的谨慎决定，路子没走错！

刘建军拿出麦子园村的泡菜产业3年规
划，耐心安抚大家：“产业发展有周期，初期
难免有波折，大家要有信心。”

“为什么非要收购那么好的辣椒？一般
人又吃不出来……”有村民小声嘀咕，质疑

工作队“死脑筋”。
听到这里，刘建军生气了，他一拍桌子：

“谁要卖低劣泡菜，我第一个不答应！”随即他
又跟村民们讲道理，“好产品才能赢得市场，
大家想脱贫致富是好事，可不能失去诚信
啊！”

一次次思想工作做下来，村民们渐渐抛
去了一些糊涂的希望，开始踏踏实实地在工
厂干起活来。

潘尚忠每日8时不到便来泡菜厂，检查发
酵情况，清扫地下室卫生，俨然成了泡菜“管
家”；村民周顺舟负责采购，为了找到质优价廉
的辣椒，大半个湖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跟着工作队外出学习，村民们的思路也
渐渐打开了：原来用漏斗装袋就可以避免封
口的残留物；塑料包装太简陋了，得找人来
设计新包装；电商很火，这么好的泡菜不怕
城里人不识货……

一年来，这些“创业小白”们一步步摸索
着，饱尝了发展产业的艰辛，也终于品尝到
了丰厚的劳动成果。

“来试试今年新腌好的麦子园泡菜。”刘
建军得意地打开坛盖。真酸，可也真香！夹起
一颗泡椒，一口咬下去，爽脆去腻，唤醒了

“食欲不振”的味蕾。
刘建军说，产量提升后，不光是冷水滩

区，还有 4 家长沙的餐饮企业来泡菜厂“考
察”，试吃之后，纷纷订货。

勤奋创业的老爸有了成绩，潘尚忠的女儿
学习也格外认真。8月21日晚出榜单，女儿考上
吉首大学。潘尚忠兴奋得一夜没睡，22日天没
亮，便开着今年新买的标致汽车，满面红光地来
工厂打理泡菜。

咕咚咕咚……地下室里，上千坛泡菜发酵

排出的气体，经坛口水槽溢出，声音此起彼伏。
“挣大钱的梦想实现了吗？”记者问。
“你听，就像泡菜发酵需要时间。”潘尚

忠笑了，“挣钱也不能急，要一步步来，靠奋
斗来实现！”

■记者手记

找对路 有奔头
黄婷婷 严万达

天没亮就来泡菜厂的，不止股东潘尚
忠，还有20多位村民。

她们担着自家种的辣椒，带上剪刀和板
凳，只等工厂开门，就准备撸袖子干活。

唐庚春大姐告诉记者，种了好辣椒卖到泡菜
厂，一公斤4.7元；剪辣椒柄，1公斤0.3元；扫地清
理垃圾，每个月610元……年收入轻松过万元，
这些都是泡菜厂带来的收入。

辣椒一拨拨送过来，唐庚春们围坐在一
起，谈笑着，劳动着，中午饭点过了也不愿意
停下来。

多么勤劳的老百姓。扶贫队长刘建军深
知，麦子园村的村民过去困于贫穷，不是因为
懒，而是没找对路。实践证明，泡菜厂就是那条
致富之路，村民们干活都有了奔头。

“带点泡菜回去吧？”唐庚春热情地对记
者说。

一旁的村民打趣道：“懒得提咯，他们喜
欢上网买东西。”

“那你们再等等，我们就快有电商了，包
装都设计好了！”看着唐庚春掩不住的笑容，
记者期待着。

三湘都市报记者 王智芳
华声在线记者 龙腾
通讯员 黄靖 肖斌辉

“身体还行，就是耳朵有点背。”8月19
日，烈日当空，雷公洞洞口凉风习习。103
岁的龙再香最喜欢搬把椅子坐在洞口附
近，看水上乐园的游客玩水嬉戏，乐得合不
拢嘴。她说，活了一辈子，想不到还能在家
门口赏景看游人。

曾经，新邵县坪上镇清水村因拥有“新
邵十景”之一的雷公洞而出名；如今，更因
长寿老人现象被山里山外所关注。

清水村森林覆盖率达90%，空气新鲜,
富含负氧离子。流经村庄的清溪，水清如
镜，不疾不徐。夏无酷暑，晚上不用吹风扇、
睡凉席。阴雨天，村里笼罩一层薄雾，宛如
人间仙境。村里80岁以上老人有68人，早
几年，百岁老人有10多位，是名副其实的

“长寿村”。
好山好水好“氧”人。却因为交通闭塞，

村民守着宁静的山，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坪
上镇驻村第一书记谢项新毫不掩饰地说，
清水村是省级贫困村，也是新邵最穷的一
个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9户223人。

如何摆脱贫困，让村民的日子好起
来？2016年，清水村决定充分利用长寿文
化优势，实行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和
旅游开发“三结合”，向贫困发起最猛烈的
进攻。

北京的规划专家来啦！国内顶级检测机
构来啦！省市县的帮扶项目来啦！乡村旅游
框架一拉开，人才与资本，纷至沓来。

路通了，鬼斧神工的雷公洞、神奇诡秘
的仙马石、清澈甘甜的百岁泉、青翠茂盛的
吉龙湾古树林、历史悠久的粮人界、天然奇
特的仙人棋盘等生态自然景观，让远近游
客慕名而来。

潺潺清水，弥漫的负氧离子,不仅让这
里的老人健康长寿，也让村民腰包渐渐鼓
起来。

钟平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16 年，
他利用自建民房，开起了饭店。一手炒菜的
好手艺颇受游客喜欢。有游客提出想要住
宿，钟平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家的房间，又开
起了民宿。

“当时的被套都是家里自用的，直到后
来才改成酒店式的被套。刚开始，一层楼只

有一个洗手间，特别简陋。”钟平有些不好
意思地说，如今,他家的民宿已发展至 10
间房16张床，高峰期更是一房难求，年收
入超过10万元。

今年6月，有两位常住游客强烈建议钟
平给每个房间加建卫生间，并各自拿出1万
元提前预支房费。钟平在加建卫生间的同
时，对全部房间又进行了升级改造。

“总共花了十五六万元。”虽然相当
于一年多的收入，钟平觉得很值，“必须
要有改变，才能有发展。”在钟平的带动
下，清水村民宿已发展近 10 家，餐饮服
务遍地开花，带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

建档立卡贫困户张攸彪今年58岁，妻
子早年出走后，双亲相继去世，他与女儿相
依为命。2014年，一场大水冲垮了房子，更
是雪上加霜。在政府的帮扶下，张攸彪重建
房屋，搞起鸡鸭养殖，每年收入上万元。随
着村里迎来基建高峰，他每年务工收入也
有一两万元。

2017 年 9 月，张攸彪成功脱贫。清水
村也通过验收，实现脱贫出列。

“我们计划将百岁泉周围老街打造
成商、餐、宿一条街。”谢项新介绍，目
前，该村旅游开发已初见成效，龙再香
老人喜欢去坐一坐的水上乐园，就是灏
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在该村投资的项
目之一。2019 年国庆期间，游客多达 3
万人次，“生态美”带来“百姓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冯奎 瞿云

8 月 18 日，沅陵县借母溪生
态农业园中的清韵庄园，一拨一
拨的游客涌来。

一位晒得黝黑的中年男子帮
着招呼游客，订餐、安排房间，忙
得不可开交。过往村民都会亲切
地叫他一声“徐船长”。

“徐船长”名叫徐锋，曾是中
远海运集团船员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一名船长，也是该集
团驻沅陵县借母溪乡借母溪村帮
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

2018 年 8 月，曾经驾驶十万
吨巨轮18年，往返于中国与世界
各地的徐锋，离船上岸，从横无际
涯的大海来到蓊郁茂密的大山，
接过上一任工作队队长的方向
舵，驾驶着借母溪村这艘“大船”，
载着3307名山民驶向小康，谱写
了一个大山里的新传说。

在我省今年4月份启动的脱
贫攻坚一线干部考察中，徐锋获
得好评。

建强班子，带领群众
扬帆远航

8月18日上午，在借母溪村部
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扶贫专干田
丽正在值班，手头忙着整理关于贫
困户今年产业奖补的资料。

“这些资料必须于 8 月 25 日
收齐上交，目前66名帮扶责任人
中有 8 人还没交，按时保质完成
任务没有问题。”田丽说，这要感
谢徐书记，现在村支两委成员分
工协作，相互配合，服务群众的效
率越来越高，村民的满意度也越
来越高。

2016 年，借母溪村由 4 个村
合并而成，全村有 42 个村民小
组。村支两委班子由原来 4 个村
的村干部改选组成，工作磨合中，
存在相互推诿、办事疲软拖沓现
象，群众意见大。

担任第一书记后，徐锋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村支两委如同
巨轮上的领导班子成员，大家只
有分工明确，又相互协作，做到同
舟共济，才能扬帆远航。”

徐锋把现代船员管理理念和
方法，融进村支两委班子的建设
中。建章立制，明确村支两委各成
员的职责，对村里党建、扶贫、教
育、医疗、社保、综治等工作确定
责任人，既分工又协作。

为更好服务群众，在借母溪
乡党委的支持下，徐锋将村划分
为 4 个片区，42 个村民小组分为
42个网格，由村支两委主要成员
任片长，村民小组长兼任网格长。

在各村民小组，徐锋组织成

立由组长与党员代表、村民代表
组成的 3 人小组，参与村级事务
自治，并监督片长、网格长的工
作。

通过深化网格治理建设，多
年遗留的问题解决了，村干部与
村民之间的关系融洽了，各项政
策落实更顺畅。2019 年，借母溪
村党支部获评为沅陵县脱贫攻坚
先进基层党组织。

选准路径，行驶在
最佳航线上

得益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借母溪村有着罕见的原始沟谷原
始森林。加上大型山水实景剧《狃
子花开》，凄美再现当地流传千年
的“典妻”文化和“狃花”故事。深
山中的借母溪，引得游客纷纷慕
名而来。

虽不是周末，借母溪旅游景
区依然游人如织。沿溪公路边，民
宿停车场，各地牌照的小汽车停
得满满当当。

“游客多，生意好。从 4 月 29
日开张到现在，客房是一房难
求。”景区内生态农业园负责人王
君霞高兴地说，徐书记帮村里选
准了发展旅游产业的路径。

发展的路上并不是一帆风
顺。2019 年，建设中的生态农业
园因土地流转问题一度搁置。徐
锋组织村支两委与村民开座谈
会，分析项目建成后的收益情况。
几番算账，村民豁然开朗，由反对
变为支持，一起参与到生态农业
园的建设中。

白天游山玩水，晚上观看演
出。为留住更多的游客，徐锋争取
资金，扩建《狃子花开》实景剧场
看台，让游客容纳量从 200 人增
加到400人。并打造升级《狃子花
开》2.0版本，丰富了剧情，增强了
观众互动。

在借母溪村村部隔壁，一栋
崭新的 3 层楼建筑主体已经完
工。这是借母溪旅游景区新的游
客接待中心，集游客接待、住宿、
餐饮功能于一体，将于明年 4 月
份正式运营。“到时候，来借母溪
游玩的游客，就不用再跑到县城
去住宿了。”徐锋充满期待地说。

旅游接待能力的提升，让越
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大山。2019
年，借母溪景区接待游客 32.5 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3亿元，
人均增收4000余元。

夯实基础，在脱贫
攻坚中乘风破浪

这几天，借母溪村贫困户曹
志红 5 岁的女儿曹印十分开心，
因为她知道很快又可以背着新书

包去上幼儿园了。
2019年初，徐锋在帮曹志红

全家办理低保手续时，发现曹印
因为家庭贫困没有上幼儿园。徐
锋把这件事牢牢记在心上。

为了帮曹印上幼儿园，徐锋
申请从集团全体员工的扶贫捐款
中，专门给曹印安排了一笔助学
金。当捐款送到曹志红家中，得知
情况的曹印奶奶，感动得泪流满
面。

治贫要治愚。中远海运集团
对沅陵的帮扶已有 10 年,受到该
集团教育扶贫雨露滋润的还有很
多。

徐锋驻村帮扶后，继续加大
在教育扶贫上的投入。为借母溪
乡3所九年制学校增添多媒体教
学设备、校园广播等硬件设施。支
持补充“远航·追梦”奖学金和助
学金，资助更多贫困学生完成学
业。

乡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徐
锋通过中远海运慈善基金会联系

“为中国而教”公益组织，招募培
训大学生志愿者，先后有 6 批 71
名老师来沅陵 8 个乡镇，开展为
期2年的支教。

借母溪乡军大坪九校副校长
李丽萍深情地说，徐锋是教育扶
贫的爱心信使,该校从办公楼，到
课桌椅，到学生的床铺被褥，都有
徐锋不辞辛劳的帮扶故事。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根本。”徐锋感慨地说，筑牢教
育这个底子，才能夯实长足脱贫
致富的基础，让借母溪村在脱贫
攻坚中乘风破浪。

■考察调研手记

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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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海到大山，离船上岸，徐
锋“船长”的身份却没有变。曾经，
他驾驶十万吨巨轮，载着集装箱
货物劈波斩浪。如今，他驾驭着借
母溪村这艘“贫困之舟”，在中远
海运集团这艘“大船”的带动下，
驶出大山，航向小康。

从上海来到沅陵，除了克服饮
食关、语言关等诸多困难，徐锋还要
攻克脱贫攻坚中的诸多工作难关。
他不惧风雨，破浪前行。2019年，徐
锋被评为沅陵县最美扶贫人物。

“徐锋政治坚定，有志扶贫事
业，用情用力，踏实肯干，办事讲
效率，工作业绩突出。真正融入到
群众中间，赢得群众理解和信任，
树立了良好的党员干部形象。”考
察调研组组长皮巨飞评价道。

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群英谱 “老船长”：
溪里扬帆写传奇

——记中远海运集团驻借母溪村工作队
队长、第一书记徐锋

郭铁

医院重症监护室的过道里，
18 岁的何泽泪流满面，撕扯着衣
服，用头一次次撞着墙壁。

“何泽，来，过来坐！我们是男
子汉，要有男子汉的样子。”我慢
慢地拉他过来，坐在我身边，一只
手搭在他稚嫩的肩膀上。

“郭叔叔，我没有疯！但我真的
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了！我妈癌症一
直做化疗，我爸是个老实巴交的农
民，我们家已经很艰难了。我想着
等我厨师学校毕业了，可以打工回
报父母。可是，你看我爸又这样了！
我怎么扛得起啊！”男孩难过不已，
瘫坐在旁边。

“何泽，你放心。不管什么时
候，都不是你一个人在扛。我在！
帮扶工作队在！党和政府在！没有
过不去的坎。”我拍拍他的肩膀一

番劝，并要他配合我做好申请救
助的几件事。何泽点了点头。

何泽父亲是在家里清理屋顶
天沟时摔伤的。上午听到出事的
消息，工作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
场。跑医院、跑政府、跑保险公司、
跑住建部门，一路奔走。

在重症监护室里，经受了脑
部重创的何泽父亲在吵闹，要拔
针头、输气管，要出院。面对这个

“疯”汉子，护士们百般无奈。
在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三桥

村扶贫几年，天天和群众打交道，
我看得出这个“疯”汉子真正的“病
根”在哪里。家里困难，他舍不得花
钱住院，不愿给儿子太多负担。为
了暂时解除他内心的忧虑，我不得
不说起了治病钱都是政府扶贫出
资的“善意的谎言”。他半信半疑，
终于安静下来了。

自此以后，每天下班，我不进

自己门直接进病房。病床前的陪
伴，将近一个月。我想，这是我这
个第一书记应尽的责任。

何泽父亲办理出院时，经过
健康扶贫提高了报销比例 10%，
扶贫特惠保报销了一定比例的
自费部分，网络众筹数万元，帮
扶责任人、帮扶单位也救助数千
元。何泽母亲患癌症，雷锋 580
还救助他们 1 万元。众人拾柴火
焰高。何泽家里遭到了这么大一
变故，竟然没有花一分钱。出院
时，何泽父亲拉着我的手，激动
地说：“谢谢书记！谢谢大家！党
和政府好啊！”

如今，何泽家新修的屋顶格
外亮丽。父亲渐渐恢复，母亲安心
养病。何泽也已工作挣钱，要圆他
的报恩梦。

（作者系长沙市望城区交
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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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大半个湖南找辣椒 麦子园泡菜跟自己叫板

天生一个雷公洞 老寿星安坐洞口观仙境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甘鹏宇 刘重）8
月20日至21日，全国首届地下空
间创新大赛暨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在长沙举行，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及国内地下空间领域的知名专
家、学者聚首湖南，共同探讨地下
空间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我
国地下空间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目 前 ，我 国 的 城 市 规 模 在
不断扩大，地上空间日趋饱和

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难题，如
人居环境与公共服务恶化、交
通 堵 塞 及 潮 汐 交 通 、“ 热 岛 效
应”显著等，向城市地下空间谋
求新的发展成为新课题。

本次论坛由中国市政工程协
会综合管廊建设及地下空间利用
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会地下空间分会主办。

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周
丰峻、李术才、陈湘生等从事地下

空间领域工作的专家学者、专业
人员，就如何开拓发展地方空间
纷纷建言献策。

与会嘉宾还实地观摩了由湘
江集团和中建五局投资建设的湘
江欢乐城，并对项目展现的创新
成果和生态修复效果表示肯定。

“中建五局对于湘江欢乐城的建
设是具有开拓性的！对废弃矿坑、
采石坑、矿井的有效改造提供了
借鉴意义。”钱七虎院士表示。

向地下空间求发展

全国首届地下空间创新大赛在湘举办

我的脱贫乡亲
—— 一线扶贫干部手记

善意的谎言

8月18日，青山环绕的新邵县坪上镇清水村，房舍白墙青瓦，错落有致，周边青山围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8月21日，永州市冷水滩区麦子园村，小孩子舔吃陶土坛里腌制出来的大蒜。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记者手记

有空常来，请你们吸氧
王智芳 龙腾

青瓦、白墙、原木楼台，一栋栋农家民房修
葺一新。

当年，张攸彪的媳妇因贫穷“逃离”小山村。
她应该没想到，现在，小村会变成这番模样，她曾
经的家现在已是拥有4个房间的新房。房前栽着
桃树，屋后养着上百只鸡鸭。

“以前，附近村的人说起我们村，都是‘他哩就是
那山上的’，现在就不一样了，会带点羡慕地说，‘他
哩是长清村的嘞’。”说这话时，记者从张攸彪的笑容
里看到了如同孩子拿到奖状时的骄傲。清水村的奖
状，有“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旅游扶贫重点村”“湖
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湖南省十大平安
村”……

如今，张攸彪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在广
东工作。问及是否随女儿一起生活，他笑着说，

“我这个年纪，城里人还想着找个清净的地儿
养老，我们村山好水好空气好，哪地儿比得
上？”说话间，他已经盘算起明年黄桃的收成，
细心把黄桃树打理好，争取年收入破5万元。

采访结束，记者和张攸彪挥手道别。让我们没
想到的是，这个年近六旬的大伯，像个孩子一样追
着我们的车跑，大声冲我们喊着：“有空常来啊，请
你们吸氧、喝山泉、吃土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