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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尹虹 黄柳英
通讯员 蒋思学

群山绕如屏，碧水漾似歌。
8 月 29 日至 30 日，记者走访建成

不到 3 年、声名鹊起的“中国爱情小
镇”——江华瑶族自治县新水口镇，找
寻“如意”人的身影。

“如意社区由老水口镇山马村、高
滩村、大车洞村合并而成，共有 455 户
1703人，曾经75%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现已全面脱贫。因为涔天河水库蓄水扩
建，95%的村民搬离故土成了‘镇民’，
其中到新水口镇的有329户。”

如意社区党总支书记、黝黑敦实的
廖江勇是此行向导。他对社区的“前世
今生”了如指掌，几乎认识散居在镇上
2657栋房屋组成的全国最大瑶族建筑
集群中的每一个“如意”人。

总共4层楼、层层宽敞通透的如意
社区扶贫工厂，是“如意”人就近就业的

“重地”。
“我们可以看妈妈上班，但不会影响

她们！”12岁男孩何毅和一群小伙伴喜
欢在扶贫工厂内外穿梭，脸上挂着合不
拢嘴的笑。他读小学三年级时随在外打
工的父母返乡，觉得镇上什么都“很好”。

扶贫工厂内，妈妈们清晨7时不到
就在岗位上忙开了。简单易学、劳动强
度不大、每月三四千元工资从不拖欠，
她们很满意家门口的工作。

“立鸿鹄志，成栋梁才”。最让妈妈
们称心的是，在社区扶贫后盾单位湖南
省委宣传部倡导支持下，工厂一楼设了
子弟托管中心。

这段时间值守托管中心的是19岁
的衡阳师院学生盘生敏。“去年是聘
请，一月1200 元。今年是纯公益，我想
为家乡的弟弟妹妹尽一份心！”小盘家
曾是社区贫困户。暑假在镇上水街民
族服装店打工两个月，赚得近 3000
元，感恩图报的她，不肯再要托管中心
的薪酬。

“二本以上去年4个，今年5个，其
中有一个‘985’！”“如意”子弟的高考
录取消息让社区干部和驻社区扶贫工
作队队员乐开了花，“扶好智和志，才能
彻底拔掉穷根！”

“985”刘琼此时正在长沙益禾堂奶
茶店打工。以文科629分考取湖南大学
经贸学院的她和记者电话聊开了，话语

轻柔谦和却充满自信。今年4月，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宏森曾到她家走访
慰问，当晚到县城沱江镇时又专门找到
她，为她加油鼓劲。“张伯伯轻轻握着我的
手，他的手好温暖啊！”有望获得普惠政策
奖励和助学金总计超万元的刘琼，立志

“读完本科读硕博，要做高水平人才”。
“政策这么好，我们要攒劲做大做

强！”努力创业的“如意”人也是棒棒的：
56岁的李军承包65亩地种秋葵、豆角、
南瓜等，他与如意湘传农副产品深加工
厂签订了供货合同，今年收入可超 20
万元；39 岁的余咏婷与人合办辉胜电
子公司，产品远销中东、南美……

“家家住着好房子，不愁吃穿，还要
有精神财富，尤其不能让瑶族文化失
传！”原大车洞村老支书、70多岁的廖继
理是如意社区原生态长鼓舞领头人。他

召集二十几个“有些功底”的中老年“如
意”人，晚饭后到灵犀广场排练长鼓舞。
大家练得忒认真，说是要在9月3日，让
北京来的教授看到原汁原味的长鼓舞。

8月30日一早，水口镇中心小学开
学报到。一群学生身着瑶族班服，在宽
阔塑胶操场上温习课间操——长鼓舞。
其中12岁小“学霸”李心怡的爸爸就是
晚上在广场练舞的李永茂。

哪代人跳得更美？“今年底就可以
同台PK啦！”扶贫工作队员告诉记者，
投资近700万元、正在建设的如意社区
村级文化活动中心和农产品精加工车
间，专门设了乡村小舞台。

而在记者心中，无论少年、青年、
中年、老年，在暖暖爱意照拂下逐梦前
行的“如意”人，笑靥都是那么美而动
人。

爱情小镇“如意”瑶家

尹虹 黄柳英

有一种兄弟情、战友缘，叫做爱说
对方的“难”与“好”。

“在精准扶贫中，乡镇、社区干部是
‘万金油’‘千斤顶’‘出气筒’，付出最
多，成绩辉煌。”这是省委宣传部驻如意
社区扶贫工作队队员的心声。

“2018 年初省委宣传部进驻扶贫
时，如意社区还是深度贫困区。正因为
后盾单位用心细、计谋多、行动快，有一
支‘对社情、民情、扶贫政策最熟悉的工

作队’，社区才得以快速脱贫、日新月
异。”水口镇、如意社区干部传递了群众
的感激之情。

如何让群众在脱贫致富路上从愁
眉苦脸变得笑逐颜开？工作队与当地
干部的看法高度一致，就是合力下足

“绣花功”，做破解群众痛点、难点、疑
点的专家，“问题破解得越多，越有成
就感”。

“如何尽快打响‘脆美瑶都’品牌，
让果蔬脆产销两旺？”这不，食堂中饭，
又吃成了破解问题专项会议。

■记者手记

合力下足“绣花功”

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前年底初见钟白玉，她口若悬
河，精明干练，举手投足间难掩曾为
生意人的那股干劲。

8月31日，记者再见钟白玉时，她
骑着电动车正缓缓驶过一片黄桃林基
地。见栅栏处有杂草，她赶紧停车，挽
起裤腿，把草大把拔出来，动作麻利。

没想到，钟白玉变得如此“接地
气”。原来在外面做生意的钟白玉，回
到家乡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十三载，只
为心中那个“返乡富乡邻”的梦，被村
民称为“她美丽”。

在我省今年4月启动的脱贫攻坚
一线干部考察中，钟白玉获得好评。

返乡逐梦

2007年前，钟白玉在生意圈里摸
爬滚打，钱袋子鼓了，心却累了。2007
年，她回到家乡合群村逐梦，挽起袖
子当农民，累却快乐着。

聊起钟白玉，村民们情不自禁地
竖起大拇指。贫困村民张金香说，钟
白玉在县城打拼多年，开过餐馆、宾
馆、舞厅，办过溜冰场，什么赚钱干什
么，村里很多人跟着她干，“是个头脑
灵活又霸得蛮的姑娘”。

“每回一趟家，心里就揪着疼。”
合群村地处深山，以往路不好走，离
县城虽然只有21公里，但开车要个把
小时。回村后，见到一片片破木房、一
条条泥泞路、一件件补丁衣，钟白玉
便在心底“种梦”了。

2007年5月，钟白玉被选为村党
支部书记。当时村里穷得叮当响，集
体无产业，收入无来源，开会都没个
地方。难不成开个会还得借农家院？
不怕苦的钟白玉当着村民的面承诺：

“一定会想办法建好村部。”
经多方求助，钟白玉筹来 5.5 万

元，笑得像个孩子。可请人一测算，修
村部至少得20万元。钟白玉冥思苦想
没有辙，只能去借。可村里没东西抵
押，银行不给贷。

“哪个信得过我钟白玉，把钱借
给我，保证有借有还。”钟白玉拿着个

人信用到处去赊借，最终借来13.5万
元，在2008年建成了村部，村支两委
办公总算有了场地。

再后来，钟白玉就像“赶场子”一
样抓村里建设，建饮水工程、修通组
入户路、解决田地灌溉问题……用一
片真心，做好了一件件实事。

种稻增收

钟白玉回乡后，很快干出了名，
外面很多人来讨经验。

最出名的，是钟白玉带领村民种
水稻，不仅让村民脱了贫，还把村集
体收入从“个位数”升至“七位数”。

在村部，钟白玉递给记者 3 组数
据：80 亩，8 万元；700 亩，113 万元；
1000 亩，128 万元。这是该村从2017
年至2019年，优质稻种植面积与村集
体收入。相应地，村民人均年纯收入
从4300元跃至1.2万元。

2017年初，钟白玉在村里搞起了
80亩优质稻试验田种植。由省农科院
等单位专家担任技术指导，村里统一
负责良种、田间技术管理、病虫害防
治，并实行“党支部+基地+合作社+贫
困户”模式。

当年，未到秋收时节，田里的稻
谷就被慕名而来的客商订购一空，实
现利润8万元。

“只有做出品牌，才能提高效
益。”为了把米卖个好价钱，经商出身
的钟白玉到处找人搞“包装”。去年，
合群村获得产地环境质量检测报告
绿色认证，村里生产的稻米也有了名
号——“七眼泉生态香米”，每公斤卖
到40元以上，远销长沙、广东、山东、
云南等地。

在全国5省市农村党支部书记经
验交流会上，合群村介绍了党建引领
壮产业、因地制宜求发展的经验。

发展旅游

“不能老守着水稻赚钱，还得再
想法子奔小康。”有了种植优质稻的
成功经验，钟白玉在村里的威望越来
越高。2018年，在她提议下，村里种了
1200亩黄桃。

从蜿蜒的山路走到半山腰，黄桃

基地渐入眼帘。今年桃树挂果，桃林
里缀满色泽金黄的桃子，村民们忙着
采摘、分拣。新鲜的黄桃沿着铺设在
基地上的轨道运下山，再一盒盒装上
车，销往各地市场。

钟白玉说，黄桃基地今年可产果
35 万多公斤，收入 350 万元，直接带
动村里188户983人脱贫致富。

“咱村的黄桃清甜可口，卖得可俏
了。”村里老党员刘岩生自豪地说，去
年，他一家五口在优质稻里“淘金”10
万元，今年靠黄桃估计能增收6万元。

“发展不能只靠第一产业，必须
要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对于合群
村的发展，钟白玉还在琢磨。这不，黄
桃加工厂房已建成，先进的生产流水
线计划年底落地。

靠着良好生态，合群村还引来
不少游客。去年，共接待游客 6000
多人次。如今，村里为发展乡村旅游
建设的“农业+旅游”田园综合体已
具雏形。游客来村里，可品白族三道
茶，看白族舞蹈，赏色彩斑斓的花
海，采黄桃等水果，还可认领优质稻
田等。

受疫情影响，今年初，合群村不
少团队订单被取消。对此，钟白玉没
有丝毫气馁。她说，他们借此机会苦
练“内功”，逐步升级停车场、民宿和
农家乐等，提质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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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组考察期间，桑植县芙蓉桥
白族乡合群村的干部群众对村支书
钟白玉赞许有加。她放弃生意不做，
回乡带领村民艰苦奋战，改变了一个
贫困山村的模样。

考察组组长高扬先说，钟白玉回
乡十三载，她带领合群村144户510人
成功脱贫，村民人均年纯收入提高 1
万元。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她带领下，
合群村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

“农业+旅游”脱贫攻坚路。

科教新报记者 董以良

■名片
张光柱，男，苗族，1964 年 8 月出

生，湘西州龙山县人，龙山县石牌镇
初级中学教师。40 年扎根乡村教育，
执教学校成为龙山县教学质量长期
保持前三名的农村中学。获评“全国
模范教师”“湖南最可爱的乡村教
师”“湖南好人”等荣誉。2020 年 8
月，荣获首届“湖南省教书育人楷
模”称号。

8月27日，一大早，龙山县石牌镇
初级中学的篮球场上便活跃着一群
身影。“来，传球，跑快点……”一名身
手矫健的球员一边奔跑一边指挥着
他的队友。拿到球后他的动作更加灵
活，瞬间转身三步上篮，“进了！”

这个在球场挥汗如雨、意气风发
的人叫张光柱，是石牌镇初级中学的
一名数学老师，今年56 岁，这是他走
上讲台、扎根乡村教育的第 40 个年
头。队友都是他的学生，家住学校附
近。怕学生在家里无所事事，张光柱
给他们开了篮球兴趣班。

很难想象，大山里的孩子也有寒
暑假兴趣班，而且是免费的。不只有
篮球、还有舞狮、三棒鼓、象棋、乒乓
球等等。“初中生正值青春期，个性冲
动、敏感，需加以正确的引导。”对那
些家长在外打工的孩子，张光柱格外
关爱。从 2000 年开始，他利用寒暑
假，将家住学校附近的少年集合起
来，义务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兴趣

班”，一晃已20年。
“学打三棒鼓，锵锵锵，要下苦功

夫”……每到放假，学校的礼堂里总
会传来阵阵富有节奏的锣鼓声，伴随
着顺口的唱词，让校园再次热闹起
来。龙山三棒鼓历史悠久，学生阿鑫
对此很有兴趣，张光柱也教得更起劲
儿，经常给他补“小课”，还鼓励他找
当地的老师傅“拜师学艺”。目前阿鑫
已经参加了当地大大小小几十场正
式的演出，抖音账号上有几百个粉
丝。“讲题又练字，还教我舞狮，特别
是那三棒鼓，敲得我心服……”毕业
离校时，阿鑫还特意为张光柱作了一
首三棒鼓词表示感谢。

初二学生小林，因父母离异，性
格敏感，常常郁郁寡欢。初一的暑假，
张光柱鼓励她参加兴趣班，学习象棋
和乒乓球。一年过后，如今的小林完
全变了样，张光柱由衷欣慰：“孩子脸
上笑容多了，越来越开朗，学习成绩
突飞猛进。”

初二转学过来的小吴，父母常
年在外工作，小吴觉得自己不被关
爱，经常逃课上网，还学会了抽烟。
张光柱发现他象棋下得很好，班上
的同学没人能赢过他，立即邀请小
吴参加象棋兴趣小组，通过下棋，师
生距离越来越近。每天课后，张光柱
抽一小时辅导他数学。那一学期的
期末考试，小吴的数学考到了全班
第二名，第二年还在全国初中数学
联赛上取得了全县第一名的好成
绩。

假期兴趣班一办20年，放假都不
回家吗？“我就住在学校里，搞活动
很方便的。”听到记者的疑问，张光柱
笑着解释。1993年张光柱调入石牌镇
初级中学，当时学校教学质量不高，
每年能考入高中的学生寥寥无几，一
心想办好教育的他见状便住在了学
校，同时担起寒暑假的守校者，一守
就是18年。

别看张光柱舞狮敲鼓样样精通，
他最沉迷的还是教学。“教了这么多
年书，我最爱讲台和课堂，还是让别
人来当校长吧。”1996年，忧心毕业班
中考成绩，校长任上刚满一年的张光
柱向县教育局请求。

回到教学岗位，张光柱立即申请
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在主教数学的
同时，还承担起物理、历史等科目的
教学任务。超负荷工作一年，他带的
那届毕业生有 16 人考上了龙山县第
一中学，走出了大灵山。

1999 年 11 月，外出参加教学活
动的张光柱在回校途中遭遇车祸，被

侧翻的车压断了 3 根肋骨。在医院手
术后第 5 天，他刚清醒便惦记着学生
的课程和期末考试，让人用担架抬着
他进了教室，到学生考试结束前没缺
一堂课。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位56岁的乡
村教师用起智能手机和电脑毫无障
碍。提到这个，张光柱神色多了一份
自豪。“肯定要与时俱进嘛。”2003年，
看到一些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教
学的老师，张光柱攒了半年工资，买
了一台电脑。至今，已换了3台电脑，
两鬓斑白的他如今信息技术水平已
是学校的佼佼者，制作的课件多次在
省州获奖。

“当时办兴趣班，也是充实自己
的生活，在假期里也能感受到教书育
人的乐趣。”张光柱说自己就是闲不
下来，就想再给孩子教点什么，“山里
的孩子走出大山不易，作为一名普通
的教书匠，多教点知识技能是我唯一
能做好的事情。”

■记者手记

痴迷的坚守最动人
董以良

1981 年，张光柱第一次踏上讲
台，成为家乡一名普通的“教书匠”。40
年过去了，他没有申请进城、没有接
任校长，虽荣誉满身，依旧低调谦逊
地坚守在偏远的大灵山山脚，坚守在
教书育人的第一线。

“我从课堂教学中找到了人生中
最大的乐趣，深深地爱上了讲台和课
堂，立志终身坚守在课堂上。”这是张
光柱做一名教师的初心。为着这份初
心，40年的教书生涯里他坚持年年满
勤，年年都当班主任。他把家安在了
学校，每年寒暑假主动留下“守校”。
他钻研业务培养青年教师，让家乡的
教育越办越好……

张光柱生活勤俭朴实，用微薄
的工资帮扶贫困生，多年来共资助
贫困学生 30 多人，资金累计达 6 万
多元。面对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他
更是倾尽心血，不放弃每一个孩子，
用关爱和陪伴演绎了一个个动人的
故事，是不少家长和孩子心中的“救
星”。但这于他本人而言，只是尽了
自己的本分，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今年56岁的张光柱离退休还有4
年，当问到他退休后有何打算时，张
光柱说只要身体允许，他想继续义务
教书5年，教满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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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乡逐梦十三载
——记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党支部

书记钟白玉

张光柱：

不想当校长 最爱是讲台

张光柱在给学生上物理课。（资
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科教新报记者 谢扬烁

8月31日清晨，江永县潇浦镇向光
村的上千亩夏橙园映入眼帘，让人惊
叹。

村民周年芝早早起身到果园配好
药水，熟练地给夏橙杀虫。“以前我一直
在外打工，2016年看到村里好多人种夏
橙都致富了，我就选择留下来种夏橙。去
年还不是丰收的旺季，我家卖橙子就卖
了5万多元，今年收入肯定更高。”说话
时，周年芝笑得眼睛弯弯的，2岁大的小
儿子在一旁看着，妈妈笑，他也笑。

“以前在村里找不到合适的职业，
只能出去打工。现在父母年纪大了，家
里两个孩子也需要人照顾。我在家里种
夏橙，等到它们全部挂果时，卖橙的收
入要比打工高得多，我还能照顾父母和
孩子，这样的生活我很知足。”周年芝透
露，因为自己会用电脑，文字能力也不
错，她还应聘当上了向光村村委会党建
专干，平日里负责档案整理等工作，过
得很充实。

40岁的邓年芝，是家里的老二。她
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以前，家里
穷，邓年芝家被列入了村里的贫困户。
2014年，她开始种夏橙，种了9亩地。如
今，有五六亩地的树开始挂果，去年卖
了11万多元，今年卖了12万元。邓年芝
透露，她和丈夫都没有外出打工，平日
里她就专心打理果树，丈夫在村子附近
再流转一些土地种蔬菜、种红薯，家中
有两个儿子，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

“我们村还组建了一支舞蹈队，有
十来个人，都是村里的妇女，我是队长。
我们舞蹈队经常代表向光村出去比赛，
还拿下过县里举办的‘丰收节’大赛第
二名哩！”邓年芝笑得很开心。

“我们村里的妇女啊，只要家里有
5 亩田以上的，基本上都不出去打工
了。”向光村村委委员兼妇女主任唐卫
星透露，如今村里的留守儿童也在减
少，老人也有子女照顾，村里人的幸福
指数越来越高。

“从2016年起，我们村每年过年都
会举办‘迎春晚会’，所有上台的节目都
是村民自编自导自演，有舞蹈，有唱歌，
有相声。如果我们不限制节目的数量，
恐怕一个晚上都演不完咧！”唐卫星说，
她家也种了夏橙，每年收入有10来万，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如今，夏橙成了向光村的“金果果”。
向光村党支部书记何清建介绍，村里有
446户1600余人。以前，村里主要以种植
水稻为主。2013年，县里鼓励农民调整产
业结构，在向光村试种500亩夏橙，给予
每亩补助200元果苗。县农技部门来村
里传授水果种植技术，3年就开始挂果，
让老百姓尝到了甜头。

2015年，省工商局对口扶贫向光村
后，引导该村将夏橙面积扩大到 1500
多亩。目前，这个只有1600余人的村子，
共种植夏橙1630亩，人均种植1亩多。
2019年，全村仅夏橙收入就达到800万
元。何清建透露，村里还专门成立了果蔬
专业合作社，并获得绿色食品认定证书，
注册了“向光牌”夏橙商标。

54岁的邓社艳在2018年也种上了
6亩夏橙，她感慨地说：“自从种了夏橙
之后，我就没有出去打工了。平日里专
心照顾果园，带孙子，晚上就出来跳跳
广场舞，还是回家好！真后悔没早点回
来跟着村支书一起干。”

“现在我们村里的妇女都是种夏橙
的主力军呢！平日里我们请农学专家过
来授课，来听课的大部分是妇女，她们
学了知识以后再回去教丈夫，全家人一
起管理果园，其乐融融！”何清建说。

夜幕降临，向光村活动中心前坪灯
火通明，响起阵阵优美的音乐。瞧，向光
村舞蹈队登场了，她们随着悦耳的歌
曲，跳起了优美的舞蹈……

夜浓了，人醉了。

陈薇 谢扬烁

向光村的女人是幸福的。
她们不用为谋生而背井离乡，可以

安心在家照顾父母、小孩，还能有稳定
的收入，脸上充满自信的光彩。

周年芝说，当了村委会党建专干，感
觉自己还需要不断学习充电，更好地为
村民服务；邓年芝说，当了果园主人，更
觉得知识很重要，每次专家过来授课自
己一定是最早到的；邓社艳说，回家的感
觉真好，每天带孙出来跳跳广场舞，觉得

自己越活越年轻了；唐卫星说，生活富足
了，对精神的需求也增加了。每年的“迎
春晚会”，怎么开心就怎么办……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小家”的
欢乐富足，也代表了“大家”的繁荣兴盛。
无数家庭的和谐幸福，是我们国家和谐
幸福的基础。

向光村的姐姐妹妹们就是我们这个
和谐幸福社会的缩影。在向光村村党支部
的带领下，她们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助
力向光村小夏橙种出大“金果”，在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舞台上乘风破浪。

■记者手记

“半边天”的幸福

姐姐妹妹 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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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8月30日，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如意社区，房屋整洁，环境宜人。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8月31日，江永县潇浦镇向光村，村民在自家夏橙地里防治病虫害。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郑泽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