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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周舟 龙小林 刘育东

最近，《一个扶贫队长的日记》和
一首同名歌曲，火了朋友圈，感动许多
人。日记和歌词的作者是年过五旬的
桃江县商务局干部朱明星。2019 年 4
月，他受命担任桃江县桃花江镇大华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村党总支第一书
记。“我把每天的见闻和感受用文字记
录下来，发朋友圈，引发了很多扶贫干
部的共鸣。后来，我的《日记》被县委主
要领导发现，对我的工作理念和工作
方法给予充分肯定，并在全县推广。我
及时总结整理，《日记》于2019年10月
出版。”朱明星说，同名歌曲由作家刘
鉴协助他创作歌词、作曲家孟勇谱曲，
今年4月底，该歌曲的MV完成拍摄。

《一个扶贫队长的日记》记录了产
业扶贫、扶贫扶志、医疗扶贫和日常走
访等工作场景，展示了一个贫困村朝
着“美丽乡村”奋进的历程。

2019年底，大华村最后20户贫困
户脱贫摘帽。在我省4月启动的脱贫攻
坚一线干部考察中，朱明星获得好评。

驻村驻心，扶贫扶志

大华村是一个省级重点贫困村，
原有贫困户125户337人。经过几任工
作队的帮扶，到朱明星接手时，还有20
户没有脱贫，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朱
明星认为，只有将心驻进全体村民特
别是贫困户的心田，才能帮助贫困户
从根本上拔掉“贫根”。他在第一篇日
记里写道：“我们的任务不会轻松，好
戏还在后头，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朱明星通过摸排，发现一些贫困
户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懒”。他们享
受扶贫政策的好处，却整日游手好闲，
无心脱贫。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暗下
决心，驻村驻心，走进他们的内心世
界，改变他们破罐子破摔的消极想
法。”

村里有个小名叫“灿明癫子”的贫
困户，是个嗜酒如命的懒汉，喝醉酒时
还无缘由地打老婆。朱明星隔三岔五
到他家串门，诚心实意与他交朋友，逐
步打开了他的心结，“灿明癫子”意外
地变得勤快了。去年冬天笋竹林改造，
他一个人就复垦10亩竹山，农闲时还
外出打工赚钱。

在朱明星的帮扶下，村里“第一
懒汉”转变成乐意服侍临终五保老人
的“守夜人”，游手好闲的单身汉变成
自主脱贫的“示范户”……

“朱书记不仅千方百计带领村民
寻找脱贫致富之路，更给村里注入满
满的正能量。”村党支部书记莫飞虎介
绍，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有机会，朱明
星就给村民灌输勤劳致富的理念。

发展产业，振兴乡村

大华村有 1.9 万亩竹林，以前“重

竹轻笋”，仅靠卖竹子，一亩竹林除去
人工费，几乎没多少收入。朱明星通过
调研和村支两委商量后，决定通过“笋
竹两用林”改造发展笋竹产业，以此作
为村里产业发展的突破口。春天挖春
笋、冬天挖冬笋，还可卖竹子，效益可
倍增。通过宣传、指导和实施奖补等措
施，村里掀起低产竹林改造的热潮。

今年上半年，全村完成“笋竹两用
林”改造1500亩，居桃江县村级“笋竹
两用林”扩改面积首位。去冬今春，全
村收获冬笋、春笋40万公斤，增加收入
近200万元。其中12户贫困户，户均增
收6000多元。

今年4月，朱明星鼓励村民办家庭
“绿色农场”，扶持合作社利用“竹笋两
用林”开展林下养鸡。目前,已建立“百
亩养殖示范基地”，散养“竹林鸡”2000
多羽。预计全年可发展50余家农户养
殖 20000 羽“竹林鸡”，将增收 200 余
万元。竹林成了村民的“绿色聚宝盆”。

益阳小郁竹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大华村是小郁竹艺的发源

地之一。村民周有邦早年在外务工，靠
着这门手艺脱贫致富。2016年回乡后，
周有邦依托村里的竹资源，吸收拥有
郁艺技术的贫困户，搞起小郁竹艺加
工产业，制作竹凳、竹椅、竹沙发等，产
品很受欢迎。“2019年接了一个200万
元的订单，仅工资就发了50万元。”周
有邦兴奋地说。

朱明星告诉记者，村里正在引进
电商，准备通过抖音圈粉引流，实现

“山上发展笋竹两用林兼散养土鸡”、
山下建“竹艺加工厂”和开发旅游、民
宿、养老等第三产业，促进乡村振兴。

整治环境，美化村落

在 4 月 16 日这天的日记《花溪之
殇》里，朱明星写到大华村的一条小
溪：如今的花溪，沿线有存栏50头以上
的养猪场30余家。2018年出栏量近万
头，养猪户排出的水污染了花溪，成了
实实在在的臭水沟。特别是晴天，恶臭
熏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在大华村环保整治动员大会上，
朱明星说：“花溪不清，养殖必死！花溪
清澈了，老百姓日子才会安宁。”他为
养殖业主指出“退养”和“转型”两条出
路，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并通过巡查
和突袭的方式开展监督检查。目前，花
溪边的臭味消失了，水也变清了。

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朱明星
和他的团队“两手抓”。利用“党日活
动”“屋场会”“村民聚力微信群”，宣讲

“美丽乡村”梦想、人居环境整治意义
等，让群众真心支持和参与。同时，在
村里4个片区增派劳力，清理花溪两岸
及水面垃圾。村里成立“环保协会”，公
开评议村民的卫生执行情况；开展“美
丽人家”评比活动，引导村民做好垃圾
分类减量，绿化美化村落庭院……现
在，大华村公益建设畅通无阻，人们纷
纷“捐田”“捐土”,做“义务工”，积极参
加和支持“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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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调研组来到桃江县，谈起朱
明星，上至市县领导，下至基层群众，
无不竖起大拇指。朱明星秉持驻村驻
心工作理念，突出扶贫扶志工作重点，
以产业帮扶为突破口，与村支两委一
道，带领群众脱贫奔小康，促成了大华
村由贫困村向美丽乡村的转变。

考察调研组副组长陈瑞芳表示，
对朱明星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一个
扶贫队长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驻村
帮扶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流露出他
对帮扶工作的用心和对基层群众的深
情。他以真心换民心，是帮扶路上的

“最美明星”。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见习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肖斌辉 胡金国

倚靠天龙山,毗邻下源水库，山水
环绕的新邵县龙溪铺镇卓笔村宁静
而秀美。

长久以来，由于山高路远，自然条
件差，村民文化素质低，卓笔村落下

“贫根”，村民纷纷外出打工以求温
饱。

8 月 28 日下午，秋风送爽，卓笔完
小的操场上，笑语欢声。20 多名学生
聚到一起，打篮球、羽毛球、跳绳、踢
毽子，玩得正起劲。

经过近一年的提质改造，卓笔完
小焕然一新。教室内外整体翻新，安
装了“班班通”多媒体教学设备，捐建
了多媒体电脑教室。孩子们闲暇时，
就会到学校学习和玩耍。

“学校开通‘班班通’多媒体教学
后，我们的学习兴趣更浓了。”小学生
吴佳芸介绍，同学们每周还可以到学
校多媒体电脑室上课，上网了解外面
的世界，还可以跟在外打工的爸爸妈
妈视频聊天。

“搭帮帮扶工作队的老师，让孩子
们 学 到 新 知 识 ，生 活 平 添 了 许 多 欢
乐。”说起近两年的变化，村民李丽容
颇有感触。李丽容是村里有名的贫困
户，家里 6 个孩子上学，每年光上学费
用和生活费就要三四万元，全靠丈夫
在外打工勉强维持。

在支教老师的帮助下，她在卓笔
完 小 读 书 的 四 女 儿 成 绩 稳 步 提 升 ，
2019 年跃升班级前三名，领到陈晓红
院士奖学金。从女儿手中接过奖学金
的那一刻，李丽容下定决心，要好好
工作，培养孩子读好书。

现在，她每天早出晚归，到离家
10 多里外的三联峒景区务工，一个月
增收 1000 多元。“只要孩子想读书，
读到哪，我就供到哪！”李丽容斩钉截
铁地说。

扶贫先扶智，要想彻底改变卓笔

村的落后面貌，斩断“贫根”，教育扶
贫是关键。2018 年 3 月，湖南工商大
学帮扶工作队驻村后，将教育扶贫摆
在突出位置。

“我们对卓笔村的教育帮扶是全
方位的。”帮扶工作队队长谢小明介
绍，驻村帮扶 2 年多，他们先后投入
60 余万元，购置教学设备，改造学校
硬件设施，让卓笔完小硬件不比城里
小学差。

卓笔完小 160 多名学生，80%是
留守儿童。“班班通”的建设,使这些孩
子联接了世界,增加了亲情与快乐。为
了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工作队又
先后组织 100 多名大学生来村支教，
给孩子们开设英语、音乐、无人机等
课程，吸引包括邻村的近 300 名孩子
报名参加。工作队还邀请湖南大学子
弟小学优秀教师来村里作交流培训，
分享最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

令人欣喜的是，湖南工商大学校
长陈晓红捐资 15 万元设立“扶贫专项
奖励基金”，由院士亲自给品学兼优

的孩子颁发奖学金，给了孩
子和家长极大的鼓舞。

两 年 多 的 教 育 扶 贫 行
动，让卓笔村起了变化。卓笔
完小教学质量、学生成绩稳
步提升，2020 年学校排名跻
身龙溪铺镇前 10 位。

村民们对孩子的教育越
来越重视，村里转学出去的
孩子少了，邻村慕名前来读
书的孩子多了。

■记者手记

教育扶的是人心和希望
王文 昌小英

长期以来，卓笔村形成一个老观
念：“房子越高越有面子，孩子越多越有
底气。”对于孩子的教育却不够重视，认
为“教育是学校的事情”“打工赚钱比孩
子上学更实惠”。

两年多的教育扶贫，给卓笔村带来
了变化。学校好了、设施齐了，“班班通”
建起来了,支教老师来了，山村的孩子们
享受了不差于城里的教育条件。卓笔完
小教学质量、学生成绩稳步提升，村民
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

乡村教育更需要家长、社会的参
与。为改变村民只重面子不重教育的旧
观念，帮扶工作队充分发挥自身特长，
通过文化兴村，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在工作队的推动下，新邵县首个村
史馆去年在卓笔村开馆。村史挖掘了卓
笔村可圈可点的历史，特别是陈列了该
村古往今来的优秀人才。通过阅览村
史，村民意识到，知识改变命运。

工作队还打造卓笔村的特色“石头
文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镌刻在
田间地头的石头上，并在村里主干道绘
制文化墙，在村里修建文化院落，让村
民接受文化的沐浴与熏陶。

“教育扶的是人心和希望。”陈晓红
院士说，教育扶贫对于卓笔村的影响将
是长期和深远的。

科教新报记者 黄维
湖南日报记者 肖霄
通讯员 胡晓建

8月26日，记者走进邵阳市大祥区
台上村，只见屋舍俨然，流水潺潺，碧叶
红荷，好一幅美丽新农村画卷。

临路的一栋三层楼房吸引了记者
的目光。楼房背靠青山，前有池塘，一群
鸭、鹅正在水中嬉戏，环境寂静和谐。

房子主人雷方富一大早出了门，听
说记者来访，匆匆赶回家，向记者憨憨
一笑，算是打招呼。

“以前住在土砖房，窗户透风，屋顶
漏雨。”雷方富把记者领到屋后，指着旁
边的一堆土砖说：“这几年，赚了点钱，
就一年砌一层，慢慢把房子建了起来。”

今年58岁的雷方富自幼家中贫困，
妻子早年患病导致精神错乱，育有两
女。平常靠种田养家，闲暇之时，打点零
工补贴家用，年年入不敷出。

2014 年，台上村被列为省级贫困
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6 户 183 人，雷
方富被纳入第一批扶贫对象。

“想要拔穷根，必须对症下猛药。”
驻村帮扶工作队和村支两委讨论决定，
由村龙头企业神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与雷方富结对，进行产业帮扶。神
骏公司将先进的食用菌栽培技术传授
给雷方富，安排成熟的基地让他创业，
并签订高价回收协议。

2016 年，雷方富开始尝试种植松
茸。“600 公斤松茸被神骏公司全部回
收，2017 年收入达两万元。”说起这些,
雷方富眉飞色舞，“当时，我从没见过这
么多钱，高兴得一个晚上都没睡着。”

“以前，雷方富走路都是低着头，现
在整天笑容满面，腰杆都挺直了。”站在
一旁的神骏公司技术总监刘建国说，

“有了奔头，他敢想更敢干。”
2017 年，雷方富把攒下的钱，依照

村里的规划建起了第一层房子。住上新
房，雷方富开始谋划下一步，一方面增
加种植种类，扩大种植面积，另一方面
攒钱建第二层房子。

“现在，每年能赚多少？”记者问。
“2017 年 2 万元，2018 年 4 万元，

2019年7万元。”雷方富掰着手指头，算
起账来，“这几年，每年盖一层楼，就盖

成了现在的样子。”
除了跟刘建国学习技术，雷方富还

经常上网查资料，到周边种植基地学习
经验。松茸、香菇、竹荪等各类高端食用
菌栽培技术“手到擒来”。

记者注意到，雷方富家的二楼已经
铺了瓷砖。空调房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
瓶子，有木耳、松茸、双孢菇，他就是在
这里研发制种。

今年，台上村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村，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休闲旅
游。雷方富想着再扩大松茸的种植面
积，让游客体验原生态采摘乐趣。

在大祥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雷
方富获得无息贷款5 万元，解决了扩大
种植的资金问题。神骏公司还免费为他
提供6个大棚。

“方富一下子成了村里的种植大
户，今年收入有望突破15万元呢。”刘建
国笑着介绍。

如今，雷方富的两个女儿也成了食用
菌种植能手，妻子虽然患病，但身上衣服
干净了，脸色红润了,样子好看多了。

一层一层，垒起精准扶贫“幸福
楼”；一步一步，奔上脱贫致富小康路。
雷方富把食用菌卖到全国的梦想，正在
变成现实。

■记者手记

技术在身，胜握千金
黄维 肖霄

谈起自己的事业，吃上“技术饭”的
雷方富开心极了。他不仅懂种植技术，
还懂养殖技术，鸡、鸭、鹅、兔子一样都
不少。

与雷方富一样，贫困户雷一如的家
境也十分贫困。为帮助他脱贫，村支两
委及帮扶工作队制定详细方案，由幸福
梅林水果种植基地对雷一如进行产业
帮扶。雷一如进入基地后，特别热爱这
份事业，主动要求学习水果种植、施肥、
剪枝等技术，多次外出学习。

今年，雷一如成为基地的技术总
监，被村民们称为“雷师傅”，年收入5万
元以上。他还是村里的护林员，带领一
批新人，共奔致富路。

许多在扶贫企业务工的村民告诉
记者，他们正在通过技术改变生活，对
美好未来充满期待……

技术在身，胜握千金。或许，这就是
他们自信的真正源头、幸福日子的原生
动力。

湖南日报8月 30日讯（记者 金
慧 通讯员 廖淑雯）第十八届（2020）
中国畜牧业博览会暨 2020 中国国际
畜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畜牧展）日前
在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展会将
于 9 月 4 日至 6 日在长沙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展览面积近 14 万平方米，参
展企业1200多家。

目前畜博会已成功举办十七届，
是亚洲第一、世界前三的国际专业畜
牧综合盛会。作为全国巡展，本界畜牧
展是历届面积最大、展位数量、参展企

业最多的一届，展会围绕“净化复产保
供给，扶贫增效惠民生”的主题，提供
展位近6500个，并邀请了多个驻华使
节参展。预计将有15万余人赴长沙参
展逛展。

据悉，本次畜博会展示范围涵盖
国内外畜牧业全产业链，包括国内外
种畜禽、兽药、疫苗、动物保健品、饲料
企业、环保、粪肥处理设备、生物质能
源企业、畜牧业综合服务等。不同以
往，为缓解疫情的影响，本届畜博会推
出了“线上畜博”，打造畜博会线上展

示与线下展览相结合的新业态。
“选择在长沙办展与当地政府的大

力支持、一流的展馆条件和优质的展会
服务团队密切相关。”主办单位中国畜牧
行业协会会展部主任杨平介绍，展会期
间将举办多场高端论坛，包括第六届

（2020）全球肉鸡产业研讨会、第六届中
国畜牧行业先进表彰活动、中国畜牧业
协会生物产业分会成立大会暨第四届中
国畜牧生物科技大会等，打造畜牧行业
转型升级的交流与合作平台。

此外，得知湖南小龙虾产业受疫情
影响发展受阻，本届畜博会为拉动内需，
帮助企业共渡难关，特设“龙虾节”活动，
将在当地采购2万余斤小龙虾，供畜博
会的展商与观众现场免费品尝。

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脱贫攻坚

群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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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山外世界“班班通”

巧手砌起“幸福楼”

8月26日，邵阳市大祥区城南街道办事处台上村，神骏农科技术总监刘建国
（左）教雷方富（右）食用菌栽培技术。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8月28日，新邵县龙溪铺镇卓笔村，碧绿的库水、葱郁的植被、金黄的田野构成
了一幅秀美的生态画卷。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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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畜博会9月将于长沙启幕
1200多家企业参展，是长沙今年最大展会

湖南日报8月30日讯（记者 徐亚
平）今天，湖南迪雄助学基金会 2020
年捐助学子大会在岳阳市举行，知名
慈善家潘迪雄先生将 160 万元助学
金，分发到308名贫困学子手上。20多
年来，他已捐助失学儿童、高考学生
6088人。

湖南迪雄助学基金会是以扶贫奖
优助学为基本职能的慈善机构。20多

年来，它始终以“心系教育，关爱学子，
扶贫助学，着力育人”为宗旨，采取创
办实体、广积资财的办法，实施“民
心”“造福”“圆梦”三项工程。先后资
助 10 名大学生拿到硕士研究生以上
文凭，奖励 100 名教育科技工作者及
见义勇为英雄，帮助1000名失学儿童
重返校园。潘先生称，这个“十百千”的

“民心”工程计划已全部完成。

基金会着力实施“从娃娃抓起”的
“造福”工程。已援助 4 所小学校舍建
设，援建3所幼儿园，资助了千余名贫
困家庭儿童免费入园，捐赠基金80万
元给岳阳县公田镇中心幼儿园，以利
长期性资助贫困幼儿入园。还通过一
次性或连续性资助的方式，帮助贫困
学生上大学，顺利“圆梦”。通过财务审
计，三项工程共计投入 2107 万元，积
累助学基金2358万元。七十有五的潘
老对记者说：“扶贫助学是慈善事业，
苦在其中，其乐无穷。奉献，永远没有
退休日。”

实施“民心”“造福”“圆梦”三项工程

慈善家潘迪雄20多年资助6000学子

芙蓉学校
迎新生

8月30日上午，新生在家
长陪同下，经过测温、温消等严
密的防疫流程后，陆续迈入崭
新的桂东县芙蓉学校。该校建
设办学规模24个教学班,能提
供1080个学位。今年秋季开学
首批招收小学一年级4个班共
180名新生。2017年，省政府
决定4年内在40个贫困县建
设面向贫困家庭招生的中小
学，将该批学校统一命名为“芙
蓉学校”。

邓仁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