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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杨佳俊
通讯员 杨丁香

群山环抱，橘海连绵。一脚踏入
江华瑶族自治县白芒营镇社湾村红
山村，满眼绿意，沁人心脾。

“湘桂有缘来相会，红山富隆结
良缘。姻缘将来结硕果，柑橘就是牵
线人……”8月28日清晨，从江华富隆
果业基地，传来悠扬动听的瑶歌。

闻歌寻人，盘山水泥路蜿蜒向
上，横直成排的柑橘青果累累，山坡
上20多名村民正在除草，欢歌笑语不
断。

唱瑶歌的正是红山村瑶歌能手
杨美容，今年70岁，衣着整齐，头发梳
得一丝不乱，腰间的瑶族挎包精致小
巧。

杨美容把 20 多亩山地全部流转
给富隆果业，成了一个“上班族”，每
年土地租金、务工收入将近2万元。

上星期，县城有家酒店开张，邀
请她去唱瑶歌。“我把村里的新变化
现编现唱，听众鼓起了掌，酒店还给
了200元演出费。”她开心地说。

“以前的瑶歌可没这么喜庆。”同
样歌声甜美的杨新秀搭过话茬。杨
新秀比杨美容小 4 岁，她家也流转土
地，年收入4万元。

“红山又叫蚂拐山，居住边远路
不通。全村都是茅草屋，穿不暖来吃
不饱……”刚亮嗓子，杨新秀就停住了，
咯咯笑着说，“现在是新时代，日子好了，
幸福歌都唱不完，再唱穷歌没意思。”

山上歌声悠扬，劳作气氛活泼，
70 岁的社湾村党支部副书记周其芬
思绪飞扬。

红山村昔日是一个有名的贫困
村，2017 年并入社湾村成为自然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11户54人。村民没
技术，缺销路，种植的果林低产低
收。贫困户周新利忙活了4年，7亩果
林挂果时，只卖了几百元。

2014年，白芒营镇政府驻村干部
与红山村干部商量土地流转，引进农
业龙头公司，发展水果规模种植。

第一次土地流转动员会，台下稀稀
落落坐着10多位村民，个个铁青着脸。
村民对上门做工作的村干部避而不见。

党支部建在产业上，党员聚在产
业上。当时担任红山村党支部书记
的周其芬带头流转30亩土地，并将村
民带到广西学习先进经验，一场思想
风暴下来，村民的态度开始转变。

得益于县政府牵线，广西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广西富川富隆果
业有限公司一眼相中红山村，2016年
进驻并流转土地1700余亩，种有3个
品种。如今，以红山村为基地，江华
富隆果业共流转连片土地上万亩，品
种扩至12个，辐射江华全县。

站在基地观景台，漫山遍野的柑
橘树如威武列队的士兵，一条条喷灌
水管隐首隐尾扎入山坡。

烈日下，70岁的周新利老人忙着
给柑橘苗打药。他家去年收入 4 万
元，是土地流转之前的10倍。

产业唤醒了大山。2019年，富隆
果业发放流转土地租金220万元，吸
纳490多名村民长期在基地务工，务
工收入 500 多万元。红山村 11 户贫
困户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年人均纯
收入在8000元以上。

按照双方土地流转协定，5年涨一

次租金。记者笑问富隆果业董事长林
家勋，明年要涨租金了，有压力吗？

“以前没挂果，压力蛮大。现在
挂果了，没有一点压力。”林家勋发出
爽朗的笑声，估测2024年可把全部投
入收回。

3 年内，富隆果业将在江华打造
一个集生态、观光、旅游于一体的万
亩柑橘产业园，年产值达2亿元，年提
供 1000 个就业岗位和 1.5 万个临时
用工。还计划新建一个水果综合深
加工厂，形成产业链。

青山绿水间，一栋栋黄墙琉璃瓦
的漂亮民居错落有致。周其芬老当
益壮，骑着摩托车为记者带路，“70岁
还是中年哦，我还能再干几年！”

傍晚时分，夕阳和晚霞交相辉映，
映红了红山。红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又有瑶歌悠悠传来，歌唱幸福生
活。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张佳伟
通讯员 杨坚

太阳刺破晨雾，金色的阳光洒在
新宁县安山乡大塘村 206 亩脐橙果
园。果树成畦，长势正旺。

8月29日6时多，57岁的刘春娟
在果园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都说土质不好，没人种得出脐
橙。现在你看，结出的果子多漂亮。”
刘春娟手脚麻利，一边熟练地割草、
浇水肥，一边自豪地说。她在山上做
一天工，可收入 90 元，一年有 3 万多
元，还能兼顾家里农活。

新宁县是全国四大脐橙产地之
一。但位于新宁县西北边陲、与武冈
市交界的大塘村，曾与脐橙“绝缘”。

“以前要吃脐橙，还得到别的村
去买哩！”刘春娟话语里满是羡慕，她
有一些姐妹嫁到别村，靠脐橙产业发
家致富，日子过得红火。

大塘村距县城45公里，山地石漠
化严重，人均耕地仅5分，贫困发生率
27.58%，属于省级深度贫困村。

村里人也种过脐橙，但耕种方法
原始，不是树长不大，就是果子还没
拳头大，“村里土质不适合种脐橙”的
说法不胫而走，大家没了信心。

2018年，南航湖南分公司工作队
驻村后，确定“搭上区域强势经济快
车，集体引领，产业带动”的脱贫主攻
路径，请来省、县专家“把脉”。专家
得出结论：经过土壤改良，科学养护，
可以种植脐橙。

单打独斗不如抱团发展，党员干
部挑起担子。在大塘村第一书记熊
劲松的鼓励下，村支两委拍板，集体
创业，带领老百姓一起闯。

村里计划流转146亩土地，涉及6
个村民小组100多户。没想到，流转土
地竟花了半年时间，开会不下20次。

归根结底，还是村民不信任。
刘春娟的丈夫黄大学曾是“反对

派”。2018 年，黄大学患重病从广州
回乡。“村里人都说‘种脐橙’是个笑
话。”黄大学说，当时刚回村不熟悉情
况，也有畏难情绪。“工作队反复做工
作，我又怕万一错过机会，成了村里
的罪人。”黄大学内心很矛盾。

与此同时，驻村工作队精准把

脉，以“村集体+贫困户+大户+村民家
庭种植养殖单位”模式成立大塘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同品同质、
统防统种”组织全村种植生态水稻、
红薯等，打造“大塘村”品牌和电商平
台。高山生态的“大塘村”牌大米、红
薯粉等农货一经推出，受到市场欢
迎，村里农业公司第一次分了红。

“到村里统一领种子，要求我们
不施化肥、打农药，只能人工除草
咧！”64 岁的黄费斌向记者“吐槽”，

“不过一亩地能增收200多元，谷子卖
给公司还能高出市场价10%，得劲！”

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也给了
大家信心。

看到工作队做实事，黄大学终于
签下土地流转合同。2019 年春季，
4000多株脐橙苗落地生根，高标准脐
橙园刷爆大塘村民的朋友圈。一年

后，果树长势好、虫害少，3 个村民小
组组长找到村里，主动要求流转60亩
地，也种上了脐橙苗。

灌溉水渠修好了，水泥路修到家
门口，小学建起来了，自来水入了户，
看着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黄大学有
一种“扎下根的感觉”。他的病情渐
渐好转，体重从 45 公斤增加到 60 公
斤。2019 年，凭借勤劳的双手，黄大
学一家脱贫摘帽。

“大塘村也能种脐橙，还收购邻
村的大米啦！”大塘村民底气足了。
2019年,村集体收入超过30万元，大
塘村顺利摘帽。今年 7 月，大塘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周边4个种粮村
签约，预计收购稻谷50万公斤。

如今，大塘村新建的“南航连心
桥”横跨大水河两岸，村民不再需要
绕道，通往外面世界的路更近了。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翟丽华

8月28日，吴开华组织村民在油茶
基地深度除草。看到1000多亩油茶树
挂满果子，吴开华对乡亲们信心满满地
说：“明年大家就可以分红了，全村年人
均收入可超过2万元！”

56 岁的吴开华是临澧县四新岗镇
久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是人
们口中常说的“老支书”。25年来，他为
了乡亲不再穷，多次放弃个人发财机
会，躬身入“刺丛”，兴产业、拔穷根，蹚
出了一条长治久安的幸福路。

在我省今年4月启动的脱贫攻坚一
线干部考察中，吴开华获得好评。

调整产业，为村里还债

“好好的生意不做，偏往‘刺丛’里
蹦!”25 年前，吴开华当选村支书时，周
边的岗上铺村和众胜村2个村的老支书
都和他开起玩笑。

当时，吴开华所在的村叫九里村，
“九里十八岗”，典型的丘陵地貌，人多
地少，村民主要种植水稻、棉花等传统
作物，一年忙到头只能勉强“哄”饱肚
子。村里无产业收入，靠借钱度日。到
1995年，村里已欠款90多万元。

时年31岁的吴开华，正从事运输和
稻米加工，生意红火，是村里第一个万
元户。当组织找上他，想让他担任支书
时，吴开华爽快答应：“组织相信，乡亲
信任，再苦再难也要上。一人富不算
富，大家富才是富!”

吴开华上任后，一改村里因循守旧
的思想，大力发展产业。正好这年临澧
推广种植烟叶，吴开华争取了 500 亩。
一亩烟叶，一年可创收2000多元，是传
统作物的几倍。然而，世代种植水稻、
棉花的村民，担心“烟叶没种出来，原有
的粮食生产耽搁了，来年只能饿肚子。”

“躬身入局，乃有成事之可冀。”吴
开华反复动员后，将自家的4亩地全部
种上烟叶，并发动亲友和党员干部带头
发展烟叶。很快，烟叶成为该村一大主
导产业，村民收入增加明显。通过烟叶
税收分成以及烟草公司的投入，村里多
年的欠账得以清零，交通道路、水利设
施也不断完善。

多元发展，带乡亲脱贫

2016年，九里村和众丰村合并为久
丰村。多年的烟叶发展已让九里村摆
脱贫困，然而，众丰村因无产业，不但欠
一屁股债，而且有 114 个贫困户，被列
为省级贫困村。久丰村也因此戴上“贫
困帽”。

吴开华没有退缩，继续担任久丰村
党总支书记。

“产业兴，穷根拔。”吴开华决定继
续从产业入手，做足土地文章。当时，
村里情况不容乐观。年轻劳力外出打
工，老弱病残留守乡里，不少土地逐渐
荒芜。“油茶适合种植在荒山荒地，前几
年不挂果，一次性投入，可长时间受
益。”吴开华四处奔走，决定引进油茶企
业，村民以土地入股方式参加。

今年74岁的村民胡云华说：“刚开
始，油茶企业给村民的条件是：前5年没
挂果时没有土地租金，第6年起利润分红
比例为5%。但吴书记据理力争，硬是争
取到前5年每亩每年100元的土地租金，
一次性付清。且村民分红比例提到25%，
其中贫困户高达28%。”仅租金一块，就为
久丰村争取到200万元。油茶受益后，每
亩分红收入在1500元以上。

当时已逾花甲之年的贫困户邵万
忠，守着10多亩老茶树，一年收入2000
元左右，但就是不愿意入股。吴开华多
次上门，把地租、用工以及分红反复说
清，邵万忠答应“给吴书记面子”，改种
新油茶。

目前，全村已累计栽种油茶 4000
亩。420 户参与，其中贫困户有 135
户。目前，油茶产业每年可给全村带来
140多万元的务工收入。盛果期后，每
年油茶综合产值将突破5000万元。另
外，利用闲置地建立先淘卫浴生产车
间，吸纳贫困人口就业。打造以白芨等
中药材为主的油茶间作基地，实现产业
多元化发展。

截至2019年底，久丰村已脱贫141
户401人，综合贫困发生率从16%降至
0.35%。全村摘掉贫困帽，人均年收入
达到1.8万元。

敢于亮剑，要长治久安

脱贫攻坚，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

注重精神脱贫。“村民口袋鼓起来，脑袋
也要跟上来!”吴开华说，两村合并时取
名“久丰”，寓意“久久丰登”，但更要长
治久安。

吴开华在全县率先开展乡风文明、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充分发挥党员队伍
的先锋模范作用，规定党员带头“不违规
赈酒、不打牌赌博、讲文明树新风”。他敢
于亮剑，在村里设立红黑榜，好人好事在

“红榜”上通报表扬，触犯国家政策法规、
有悖村规民约的在“黑榜”中严厉批评。

刚开始整治违规赈酒，恰逢村民胡
云强的儿子满周岁，准备搭棚摆宴。获悉
后，吴开华带头上门做工作，并将其列入

“黑榜”在全村通报。之后，全村除婚丧嫁
娶外，再无其他赈酒行为。今年正月，见
到村民陈腊枝将瓜皮果屑随意乱堆，吴开
华撞见后当即“刮胡子”(批评的意思)，弄
得陈腊枝下不了台。事后，陈腊枝也想通
了，认为不该给环境抹黑。

四新岗镇党委书记唐林说，吴开华
25年如一日的付出，使久丰村兴起了产
业，而且实现了由党风带民风、由民风
促乡风的大变化。近些年，全村没有发
生一起治安刑事案件，没有一例信访，
村民的文明指数、幸福指数逐年攀升，
成为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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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组深入临澧县四新岗镇久丰
村走访时，发现村民们对吴开华称赞不
已，还给吴开华取了个外号“活辣子”
（音译，当地一种毛毛虫，一旦粘上，皮
肤上会红肿一片）。吴开华为了让乡亲
早日摆脱贫困，千方百计发展产业。个
人得失不考虑，但为了乡亲的利益，毫
厘必争。

“吴开华讲党性，为民服务意识强，
敢闯敢试，勇于担当，充分发挥了‘领头
羊’的先锋模范作用。”考察组组长崔建
平说，考察组成员也被吴开华的担当精
神、为民情怀所感染，纷纷表示，将把这
种精神风貌、优良作风带到工作中去，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科教新报记者 曾玺凡

■名片

龚美慧，女，土家族，1965年出生，民
盟盟员，张家界旅游学校教师。从教35
年来，她扎根中等职教一线，率先创设“现
场导游科目”教学，创立的“课堂+景点景
区+旅行社”教学模式一直引领全国同类
学校同类专业的建设。2020年，荣获首届

“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称号。

8月22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断
断续续下了几场雨，本就凉爽的天然氧
吧愈加让游客陶醉。55岁的龚美慧走
过游道旁的水杉林，下意识顺着参天的
树干抬头仰望，雨水滴落在她眼角的皱
纹上。

“35年前第一次带学生来这里实训
时，这排水杉都还是小树苗。”这位张家
界旅游学校的骨干教师，是张家界景区
五千余名持证导游的老师。在她35年
的职教生涯里，用爱浇灌了无数职校孩
子心中渴望改变命运的种子。大树参
天，始于向阳蜕变。

龚美慧的父亲龚华池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坚守教坛38年，
待人善良，对事业忠诚。这些优秀的品
质让龚美慧耳濡目染，终身受益。

“有天她突然失声了，请了一个礼
拜的假，直到毕业后我们才知道她是去
做了声带手术。”学生向小倩印象很深，
当时正值导游证考前冲刺的关键时刻，
龚美慧只用了半个月的康复期就重回
课堂。那是 2017 年，龚美慧声音嘶哑
着带领班上31名学生考取导游证，通过
率远超全国水平。

很多朋友都叫她“哈哈儿”（当地方
言，意为“傻”）。为了学生，为了教育，
龚美慧超负荷地付出了她所能付出的
一切。从教35年，她除了休产假外，年

年都在教学一线。
“我想让这些来自单亲、离异家庭

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拥有美好的未
来。”面对出名后多校抛来的橄榄枝，龚
美慧一一婉拒。

“职校的学生更需要我。”不计报
酬，她想培养更多的种子选手。

“种子选手？你们班怕是找不到
哦。”这是龚美慧担任整个年级排在末
位的 1808 班班主任时，其他任课老师
发出的叹息。上课睡觉、顶撞老师、打
架生事……1808 班学生集诸多陋习于
一身，不少学生处在自我放弃的边缘。

廖文琳（化名）从高一起便公然与
学校的规定对抗。那是开学的第一周，
不愿做早操的她带领全班同学集体“罢
工”，龚美慧让不做操的同学们都去做
俯卧撑，廖文琳也挡在大家前面，一夫
当关。直到上课铃响后，她才露出胜利
者的笑容，和大部队一起进入教室。

“老师你放弃我吧，我真不想学
了。”龚宇（化名）高一最爱做的事儿就
是借机溜出学校上网。倒垃圾、买日用
品、肚子不舒服都成了他与伙伴们闯进
游戏世界的通关密语。“她越管我，我越
恨她，大不了揍她一顿。”目无尊长的年
月里，他像极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熊孩
子。

可龚美慧从不责怪龚宇，她知道每
个叛逆的孩子都有不想长大的原因。
龚宇初三那年，哥哥罹患尿毒症，整个
家因病致贫，父亲也畏难抛下母子三人
出走。

不放弃的龚美慧从早操起就开始
鼓励他，“我相信你”“你最棒”，课间也
会抓紧一切时间与他谈心。“你不要放
弃啊，妈妈都还在苦苦撑着这个家，努
力学习毕业后才能帮妈妈分担！”一个
学期，两个学期……渐渐地，龚宇浑身
的力气不再用在顶撞老师上，逃课上网
也不再频繁。

直到今年5月，“无动于衷”的孩子
们与龚美慧的心终于连在了一起。

5 月 21 日，亲妹妹的病故，给了人
到中年的龚美慧一记重拳，但面对年近
八旬的父母，她必须噙住眼泪。送走妹
妹，龚美慧第二天照例早早来到学校，
陪学生们出操时，看到那一张张满脸关
切却又不敢道出的表情，龚美慧腿发软
地倒在了跑道旁。

人群中，龚宇伸手递给龚美慧一张
纸巾，“老师，你别哭。”这个平时最爱和
她顶撞的孩子，此刻却紧紧抱住老师。
顿时，班里所有学生都围过来抱成一
团，师生双方什么也没说，就这样在一
起抱了10分钟。

上课铃响，所有学生都进了教室，
龚美慧站在教室门外，流泪、抽泣，久久
无法平复情绪，她不想把脆弱的一面展

现在孩子们面前。
稍作调整，龚美慧走进教室，全班

同学立马站起，给她送上一本写满祝福
语的笔记本。“老师，您的每根白发里都
有一个顽皮孩子的故事，愿我们的祝福
能让您的笑容多一丝欣慰。”再也禁不
住悲伤来袭的龚美慧失声痛哭，谁说
1808班没有种子选手？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种子。

当期末考试的成绩公布时，走廊尽
头的1808班像是在庆祝他们的成人礼
一般欢呼，“我们是全年级第一了！”所
有人涌上讲台把龚美慧围住，大声地喊
出了高一时开不了口的话：“谢谢您，女
神龚妈妈！”

看着孩子们稚嫩脸庞上的喜悦表
情，龚美慧突然有了更大的心愿：带着
班里的学生，全员考取导游证！

■记者手记

为国再教三十年
曾玺凡

采访临近结束，张家界国家森林公
园里的雨又下了起来。我问龚美慧老
师，您教导游专业，又是初级导游，退休
之后的旅行计划应该早已排好了吧？

龚慧美脸上依旧挂着如一的笑容，
不假思索便摇起了头：“我给自己立了
一个志，为国家再继续从教30年，从今
年起干到85岁，等退休后，育人的方式
场地变了，但我会为更多需要我的人继
续上课，初心和使命不会变，是国家让
我生活得这么幸福，我要回馈和报答这
个国家。”

从教三十多年来，她有数次机会去
到薪资待遇更好的平台工作，但偏偏坚
守在了常人眼中“费力不讨好”的职业
教育。

我又问，天天被调皮的学生这样折
腾，真的不累吗？她说自己长久以来都
有个习惯：每天早晨起床读一个小时有
能量的文章，“濒临崩溃的时候常有，但
你得学会给自己充电，这样才有动力去
唤醒学生们。”五点起床学习，六点准时
出门，她总会以最好的状态去到学校，
迎接和学生们相处的每一天。

“人生上半场我的职责和位置不一
样，我要当母亲，要培养孩子，还要干我
的工作。到了下半场我的孩子已经大
了，我可以做一个纯粹的教育志愿者。”
龚美慧说。

看着她眼睛里闪烁的火花，我没有
怀疑。生于张家界，长于张家界，她早
已做好了一辈子为这里的旅游事业奋
斗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就是一座丰碑
应有的高度。

躬身入“刺丛”蹚出幸福路
——记临澧县四新岗镇久丰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吴开华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群英谱

湖南教书育人

新楷模
龚美慧：用爱浇灌出“种子选手”

8月29日，新宁县安山乡大塘村，64岁的黄费斌看见稻穗丰满，脸上笑开了
花。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龚美慧 通讯员 摄

瑶山新唱幸福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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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种出脐橙扎下根

段涵敏 张佳伟

集体经济成为大塘村产业发展
的骨骼，撑起了大塘村家家户户产业
发展的躯干。

31岁的刘新钊曾一度迷失方向，
整天打牌度日。村里建起产业，年轻
气盛的他感觉“机会来了”，外出学习
脐橙种植技术、参与村里基础设施建
设，在忙碌中找到自己的舞台，收获
新农村奋斗的喜悦。

39岁的黄有香原本在广州打工，
回乡结婚生子，“不甘心”的她不仅上

网课学习，还外出参加“电商培训”
“食品加工培训”，积极向党组织靠
拢，去年底成为新农村的一名党员。

处理村里大小事务，联系展会、跑
市场，建电商平台，43岁的村党支部书
记黄剑是新农村里最忙的人。“工作队
熊队长手把手带着我做，教给我很多新
理念。脱贫攻坚，就是创业打拼。”黄剑
渐渐有了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思路。

正吃着午饭，黄剑又接到一个250
公斤大米的订单。“接到订单就得赶快
跑。”放下碗筷，黄剑开着车去送货。奔
跑，已成为大塘村的“新速度”。

新农村，新速度
■记者手记

杨佳俊 严万达

平山、后龙山、大蚂拐山、红石
壁山……群山连绵不断，多到没有
办法命名。

面对重重叠叠的大山阻隔，曾
经挑茅草卖的村民怎么也没想到红
山村能有今天的发展。

“党支部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核
心力量。”这是采访中周其芬始终挂
在嘴上的一句话，也是解开红山村
致富秘密的钥匙。

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土地流
转出去，产业引了进来，村民成为果
园的“上班族”，过上幸福生活。

富隆果业育苗基地，杨新秀正
在给即将移栽的脐橙苗剔枝，双手
不停地在枝桠间翻动，干劲十足；李
妹伍挥舞着镰刀给果地除草，她指
着远处的小山坳告诉记者，她是从
隔壁镇过来的。

望着漫山遍野已经挂果的果
树，周其芬笑着说：“到了10月，金灿
灿的一片更好看。”

十月果树更好看■记者手记

8月28日，江华瑶族自治县白芒营镇红山村，村民在柑橘产业园劳作。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杨丁香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