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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马如兰 周磊

郁郁葱葱的叶子下，一串串葡萄
挂了满架。紫红色、青绿色，像玛瑙、
似翡翠。9月 4日下午，岳阳县新墙镇
清水村党总支书记李大树从大棚里
摘下一串葡萄，请记者品尝。

剥开薄薄的果皮，青绿色的果肉
晶莹剔透，放进嘴里清香四溢，甜味
沁人心脾。

“这个品种叫‘温可’，浓甜爽口，
品质优良。我们村今秋还自育了25个
葡萄苗品种。”李大树手扶葡萄藤，对
葡萄品种如数家珍。

李大树从 1996 年起当村干部，
一心带领村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改变了清水村的面貌。在我省今年 4
月启动的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考察中，
李大树获得好评。

强根
清水村种植基地里，半透明大棚

整齐排列，一望无际。穿过葡萄观光
走廊，藤蔓缠绕，光影交错。

2016年，清水村由袁岭、上游、清
水三村合并而成，是新墙镇唯一的贫
困村。

早在 2002 年，原清水村率先在
全镇推行产业结构调整，村里大户带
头试种了 30 多亩葡萄。多年来，清水
村坚持做大做强葡萄产业，打开强村
富民突破口，到 2016 年已发展葡萄
2000多亩。

由于早期种下的葡萄品种老化，
有果农反映，葡萄出现滞销。

“葡萄品种多了，消费者对口感的
要求也高了。我们必须根据市场需求改
良品种，否则就是死路一条。”负责市场
对接的李大树敏锐地察觉到问题，召集
果农商议，“要逐年分批把老品种挖掉，
计划每年品种改良500亩。”

2018年，李大树带队前往河北省
昌黎县十里铺乡西山场村考察。当地

“葡萄沟”人气足、销路旺、品种全，农
民收入可观，让李大树深受启发。请
来专家检测土壤、气候后，清水村开
始每年从秦皇岛市选种引苗，免费分
发给果农。今年，村里引进了 20 余个
品种、价值31万元的葡萄苗。

“蜜光”“浪漫红颜”“夏黑”……
现在的清水村葡萄品种多，从 6 月下
旬到 10 月下旬都有上市，其中“阳光

玫瑰”卖出50元一公斤的好价钱。
目前，清水村葡萄种植面积达

2800 亩 ，去 年 村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19820元。该村成立的新墙优质葡萄专
业合作社，获得3项国家级荣誉，辐射
带动周边7个村种植葡萄5800余亩。

依靠葡萄产业，清水村摘掉了贫
困帽，还成为生态休闲旅游特色村。
每逢周末，前来采摘、休闲的游客络
绎不绝。

护绿
清水村有条清水河，蜿蜒穿村而

过。2017年5月下大雨，葡萄园内渍。
果农袁凯丰找到李大树：“要解决排
水问题。”

清水村地处三合垸，内渍严重。
而灌溉要从新墙河引水，土渠陈旧，
干旱期间无法保证充足水源。

“果业是村里经济命脉，必须做
到旱涝保收。”李大树紧急召开村支
两委会，并向县水务局申请，请专人
来村考察。县水务局当即拨出专项资
金10万元。

当年11月，完成清污护砌、疏通沟
渠，并建起了机埠。“从此水旱无忧，再
也不怕干旱了。”袁凯丰满意地说。

9 月 4 日 16 时许，记者遇到来米
老鼠幼儿园接孙子的村民方爱枚。

“以前幼儿园做不得用，村民要送孩
子到三四里外的集镇去上学。”方爱
枚拉着孙子的手，对记者说，“现在幼
儿园条件和城里一样哩，可方便了。”

2017年，清水村米老鼠幼儿园还
是一栋破旧不堪的危房，屋外下大
雨，屋内下小雨。

“要尽可能给村民方便。”李大树
向帮扶后盾单位县委组织部和县财
政局筹得资金14万元，用一个暑假的
时间，把旧房改扩建成一栋两层砖混
楼房。如今，村里近 50 名适龄儿童在
家门口上幼儿园。

帮穷
傍晚时分，贫困村民谭永忠从葡

萄园出来，摘下草帽，晚霞映红了他
的脸。他笑吟吟地告诉记者，今年会
有近5万元收入。

年过花甲的谭永忠老两口曾守
着家中 6 亩薄田种水稻，年收入不到
3000元。

高血压、糖尿病缠身，医药费全
靠借。村民纷纷转种葡萄时，谭永忠

依然“怕”字当头：“前期投入大，没资
金，缺技术，怕销不出去，本钱回不
来。”

为了消除谭永忠的疑虑，李大树
成了谭家的常客，常坐到很晚：“治病
要钱，在家只能坐吃山空。路是人走
出来的，我私人借您1万元，技术有合
作社指导，销售我们帮您想办法。”

“那就试试看。”谭永忠被打动
了，终于松了口。

2018年，李大树为谭永忠联系接
管了 4 亩葡萄，当年谭永忠收入突破
3万元。尝到甜头，谭永忠次年又扩种
了 2 亩葡萄，他直言：“以前种田只够
吃饭，多亏李书记带领我们种葡萄，
现在除去开支还有结余，日子越过越
舒坦。”

近年来，李大树引导有条件、有
意向的贫困户加入合作社，通过流转
土地、种植葡萄、到合作社务工等，全
村50户贫困户中有33户年人均纯收
入超过1万元。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好大
一棵树，绿叶中留下很多故事。原来，
这棵“大树”的深情，就藏在清水村这
方沃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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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
柔。1996年就当村干部的李大树，是清
水村的老支书。“他有自己的一套工作
方法，思路很清晰。他是‘工作狂’，省
级劳模，也是‘脱产’村干部，一心扑
在村里。中午很多时候，就在村民服
务中心大厅的沙发上眯一会儿。”岳
阳县委组织部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杨锌如此评价李
大树。

清水村在李大树带领下，近年来
引项引资达5000多万元，村级固定资
产达2000多万元。

考察调研组组长黄泽良说：“李
大树率先垂范，政治素养较高；攻坚
克难，工作能力较强；廉洁自律，个人
德行较好。他把脱贫攻坚这项政治工
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坚持‘产业第
一’理念，全村50户贫困户中有33户
年人均纯收入达1万元以上。”

■名片

陈奇志，男，1967 年 5 月出生，岳
阳市临湘人。中共党员，临湘市第二
中学体育教师。31 年里，他坚守农村
学校，将一个个农村孩子送上了全国
乃至世界的田径舞台，曾指导学生获
得世界级金牌 6 枚、银牌 4 枚、铜牌 3
枚，获得国家级、省级金牌 581 枚，培
养了 4名运动健将、29名国家一级运
动员，向国内重点高校输送了大批优
秀的体育后备人才。2020 年，荣获首
届“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称号。

《放学后》记者 姚瑶

见到陈奇志，是在新学期开学的
第一天。

当日下午，在临湘市第二中学的
田径场上，20 多名学生在他的带领
下，跑跳腾挪，进行训练。

陈奇志皮肤黝黑，声音洪亮，训
练严格且细致，学生们运动胶带贴得
不仔细、拉伸做得不到位都难逃他的

“火眼金睛”。“体育运动不比别的，出
不得一点马虎，否则可能对身体造成
伤害。”他拿过胶带，帮学生一点点重
新贴好，又掏出手机找到示范视频，
让学生更直观地看明白。表情是严肃
的，一举一动却充满了关爱。

这片田径场是陈奇志人生的战
场。作为学校课余田径训练队的总教
练，陈奇志在这里已经战斗了 31 年，
收获过许多人生中的幸福时刻。最让
他自豪的是上百个孩子通过田径圆
了大学梦，带着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
跑出了新的人生，也跑出一段段教育
改变命运的旅程。

时间回溯到1989年，22岁的陈奇
志在众人的惊讶目光中，放弃了公安
系统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调入临湘
市第二中学，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

“如果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领跑
人，那么，我的领跑人就是我父亲。”父
亲陈文友是陈奇志的偶像，也是临湘
市第二中学课余田径队的组建者。
1984年，陈文友率队参加全国体育传
统学校首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为湖
南省拿到了首枚金牌。耳濡目染的陈
奇志决定追随父亲的脚步，让更多农
村孩子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农村中学条件艰苦，办学经费捉
襟见肘。陈奇志刚入校时，学校极缺
体育器材，唯一一个简易田径场跑道

只有 250 米。学生练习 400 米跨栏
时，陈奇志随着学生一路放栏架一路
跑。

在陈奇志心里，赛场很小，梦想
可以很大。学生孙静琦天性活泼好
动，常常无视纪律让班主任头痛不
已。陈奇志却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
你”：训练时时时鼓励，每当她偷懒，
便投过去一束严肃的目光。为了帮助
孙静琦纠正关键动作，他会陪同练习
好几个小时，不达到满意的效果决不
罢休。“你在体育方面有天赋，就要做
出成绩，让人们看看！”在他的鼓励
下，孙静琦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
都体育学院。

田径项目训练艰苦，体能消耗
大，充足的营养对于队员们来说非常
重要，但是很多学生家庭困难，谈何
营养？陈奇志于是每年自己花费近万
元，为学生们补贴生活费。

被北京大学录取的刘芬永远忘
不了那一年陈老师把即将辍学的她
带回训练队的情景。因为训练遇到了
瓶颈，有点心灰意冷的她决定接受家
里安排，外出打工。“这样好的苗子不
培养，我心里难受！”陈奇志气喘吁吁
地赶到刘芬家，拉上她就走。从此，陈
奇志一直资助刘芬完成学业。

陈奇志打心底里把每个队员都
当成孩子一样爱护。31年来他坚持每
天早上 5 点起床，倾注在队员身上的
耐心比家人多得多。提及家庭，他满
脸愧疚。“我也想多陪在家人身边，可
是队员们怎么办？既然当了教练，对

这些孩子就要负起责任。”
2015年，学生周琳参加世界中学

生田径锦标赛连获 3 枚金牌，随后被
保送至湖南师范大学，然而跟腱的伤
痛让这个骄傲的女孩两年没办法训
练，内心每一天都充满了煎熬。陈奇
志每天都给她打电话帮她纾解压力，
四处求医问药，带着她两次去北京找
专家问诊，终于让周琳重新站回赛
场。2019 年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
上，周琳奋力一搏，拿到了专业第三
的好成绩。激动不已的她第一时间朝
着陈奇志的方向奔去，泪眼朦胧中却
发现那个平时不苟言笑的铁汉早已
在场边泣不成声。

从起点到终点，一圈又一圈。从
乡野到未来，一步又一步。53 岁的陈
奇志已不再年轻，但他愿继续做一个
领跑者，看着孩子们跑向更加灿烂的
远方。

■记者手记

传承的力量
姚瑶

陈奇志说自己是个很普通的人，
并没有什么“奇志”。可走近他，我却
被他身上朴实的教育情怀感动。在他
身上，我看到了一种伟大的传承。

临湘市第二中学的田径场四周
种了 60 多棵樟树。这是 1991 年新建
塑胶跑道时，陈奇志的父亲陈文友带
着教练们一起种下的。“当年还是小
树苗，如今郁郁葱葱长得那么高。”不
忙的时候，陈奇志偶尔会望着这些树
出神。

他总会想起 2009 年父亲罹患癌
症，将走到人生最后的时刻。有一天，
父亲忽然告诉他想去田径场看看学生
的训练。他把父亲抱上轮椅，推着他走
了好几圈，看到他太累了，要送他回
去，父亲却说：“真想再看看……”父亲
的遗愿是“临湘二中的体育不能垮”，
陈奇志深深记在了心里，落实在了每
一天的行动中，一刻也没有忘记。

在我国农村，有 260 万乡村教师
用他们的智慧和辛劳，扛起了农村孩
子的未来。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故
事，这样的故事有源头，也会有延续。
如今，53岁的陈奇志把一半的精力放
在了带年轻教练的身上。他期待着那
樟树下奔跑的身影生生不息，永远充
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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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奇志：青春路上领跑人

好大一棵“树”
——记岳阳县清水村党总支书记李大树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盛伟山 蒋茜

占地 280 亩的爱莲公园，只花了
120 万元!拆除 129 栋空心房，不但没花
多少钱，还增加了 8000 多平方米公共
绿地。新田县陶岭镇周家村花小钱办大
事，还被评为省美丽乡村示范村。

9月4日清晨，步入爱莲公园，尽管时
已入秋，但林花互照，随处可见。树木错落
生长，步道曲径通幽，凉亭古朴文雅……
6时，公园文风亭边响起音乐声，几位村民
踏乐起舞。领舞的郭知兰说，这里空气清
新，只要不下雨，她天天来。而4年前，这里
还是无人问津的一片荒山。家住公园边的
建档立卡贫困村民李元珍说，她2012年嫁
到周家村时，这里杂草丛生、垃圾乱丢、蚊
蝇乱飞，一下雨，烂泥巴下不得脚。

改变起于2014年，有着20多年建筑
工程经验的周军华被选为村支书。他上任
第一板斧，就盯着老人和小孩出行安全，将
横穿村里的一条县道拓宽，加了人行道。村
集体没钱，周军华的小算盘是：事做好了，
政策东风自然来。这不，当初几位村干部咬
牙筹集的20多万元修路款，这几年陆续在
各类政策扶持下，只差3.6万元没到位了。

周军华第二板斧，是改造空心房，
通路还绿。“动的都是祖宅啊。”村民周
荣生说，村里老人想不通的是，拆了老
宅没钱补，还要让出 25%的面积修路、
还绿。村干部上门 10 多次，做通了村民
工作。如今穿行周家村，蓝天、绿草、白
墙，如在画中游。

周家村人多是理学鼻祖周敦颐后
裔。有了前两板斧，2016年底，村里将建
设“爱莲公园”建议抛出来。这一脑洞大
开的想法，让村里闹开了。老人意见大多
是，村集体本没钱，瞎折腾！年轻人的想
法是，反正集体没钱，怕什么！闹归闹，做
归做，村民大会上，通过了这一倡议。

启动资金筹集出乎意料地顺利。在
村里发出捐款倡议后，不到一个月，就
收到捐款 30 多万元。村民捐款，少的
200元，多的有2万元。

本打算请专业团队设计，结果一询
价，最低要16万元，村里出不起。没有设
计图纸，没有专业测量仪器，大家靠一
把镰刀、一把卷尺，完成了280亩荒山的

测量与公园设计。
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公园建设时，

在家的村民只要有空，便主动来搭把手。
村民李元珍修公园时刚生第2个孩子，丈
夫周小仔便拉着几个在广东打工的老
乡，请了半个月假，回来帮施工队做事。

村里要修公园，“惊动”了相关部
门，30 多万元扶持资金陆续注入。村里
还争取到光大集团支持60多万元。莲花
古灯，文风、华美两座古亭，“劳谦”等 6
块石刻，7个廉政故事专栏，爱莲公园成
为新田县首个以廉政为主题的公园、新
田县目前最大的农村休闲公园。

山上公园，古风扑面；山下村里，生
机盎然。

54 岁的村民周梅平在深圳打工 20
多年，2017年，看到村里越搞越好，他举
家回村，承包 50 亩旱地种柑橘，还种了
4 亩辣椒、10 亩云耳。“家门口挣的比外
面多，还能照顾老父亲。”周梅平说。

57岁的村民周建华，在县城生活了
30多年，前年举家搬回村里。“这里环境
不比城里差，集体活动多，又有钱挣，所
以提前落叶归根了。”他说。

当了 38 年村干部的副支书周炳荣
掰着指头说，这 3 年多来，有 30 多户村
民“回流”。

湖南日报记者 邢骁 唐俊
见习记者 周磊

53岁的湛沅标，常会回想起住在山
上的日子，但回想并不等于怀念。在平
江县南江镇凤凰山村，他家曾是海拔最
高的那一户。

老婆在广东打工，湛沅标在家种点
稻谷小菜、养些鸡，生活本还过得去。但
随着一双儿女成长，家里开始捉襟见
肘。“花钱地方太多，集镇又远又难走，
没法出去打工。”他说。

山上的艰难，在两年前画上了句
号。当地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让湛
沅标在内的 335 名村民，分批在村里陡
岭、灰罗塝片和集镇，安了新家。“房子
很漂亮，内外都装修好了。”湛沅标记
得，搬家那段时间，安置点比镇上商业
街还热闹。

幕阜山脉山高林密，终年云遮雾
绕。9 月 5 日一大早，藏在庞大山群中的
凤凰山村，在阳光刺破云雾后苏醒。给
孩子做完早餐，湛沅标跟记者坐家门口
聊天，手机不时响起。“催我去村里茶园
干活呢。”他笑着说。

记者跟着湛沅标，赶往位于幽良山
顶的茶园。

茶园离家有10多公里，但上山的路
不再难走，从村口到山顶，全铺上了沥青
路。茶园里，自动喷淋系统在给有机茶树
浇水，7位村民戴着草帽，忙着采摘鲜叶。

2014 年，大学毕业生李初庄返乡，
帮着父亲创业，从村里流转 1050 亩山
地，搞茶叶种植。一年后，父女俩成立湖
南省幽吉茶业有限公司。湛沅标以自家
4 亩山地入股公司，还在两年后进入茶
园做事，有了一份稳定工作——茶园

“除草师”，每天报酬180元。
边走边算账，收入不只来自除草，

还有每年土地分红。2017 年开始，县政
府还和茶企给特困村民提供产业分红，
湛沅标每年能拿到近 600 元。2018 年，
湛沅标家收入5万多元，摘掉了贫困帽。
这一年，凤凰山村也从贫困村中出列。

临近中午，音乐声响起，“水秀”开
始了——茶厂中央喷泉，随着音乐节奏
起舞。茶厂最高处，潺潺流水从硕大景
观茶壶嘴里涌出。远眺茶壶似浮空中，
村民感叹：“天壶！”

和政府一道，助全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579户2199人脱贫致富，李初庄不只
种茶、产茶、卖茶，还搞“茶旅果”融合发
展。上山沥青路早通了，茶厂周边的风

光亭、游步道等旅游设施也已建好。上
山沿线，有2公里映山红，李初庄准备和
村里一起打造映山红风光带。3 年多前
种下的 10 余万株果树，甜柿长势喜人，
车厘子、葡萄明年挂果……

李初庄还出资给周边 10 户居民免
费装修房子，做民宿、农家乐，明年投入
使用。

在幽良山脚，当地政府也将帮助50
多户村民做民宿，扩大接待规模。

傍晚，天空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
透明体。

站上风光亭，俯瞰凤凰山村，镶嵌
在群山中的 2600 余亩凤凰湖似一块不
规则的绿宝石，美轮美奂。

“你看，湖体上窄下宽，中部内缩，
两岸群山绵延，像不像凤凰振翅？”李初
庄说。

当晚，李初庄准备前往北京，参加
消费扶贫展会，把凤羽、幕阜松针等好
茶带过去。

茶园里，李初庄身影渐渐远去。一
幅贫困户送的字画浮现在记者脑中：

“绿水养人润物，青山蕴玉含金。”这字
画，就挂在李初庄房子里。

■记者手记

“凤凰”振翅
邢骁 周磊 唐俊

入夜，在凤凰山村幽吉茶厂门口、
村民湛还良家前一片空地上，村民陆续
聚集。不一会，挤满了人。

“90后”夫妻余发富、李昌香支起烧
烤摊，架起室外 KTV 设备，坨坨露天吧
营业了。

“上个月下了 5天雨，营业 26天，赚
了1万多元。”余发富嘿嘿一笑，“等攒下
些钱，我还要在村里搞个农庄。”一旁的
李昌香拍了拍丈夫：“你靠谱不？”余发
富摸摸头转过身，夫妻相视而笑。

余发富这话，村民杨业群信。不远
处，她和丈夫冯腾芳也架起了摊位，丈
夫正炒粉，炒得喷香。两女一儿围在摊
位旁，吵着要吃鱿鱼须、猪耳朵。“我们
没余家‘阵仗大’，上月才赚6000多元。”
去年，夫妻俩买了一台小车，停在两层
小洋楼下。

“唱得好，比原唱还溜！”现场响起
一阵掌声和欢呼声。

“陪你直到星星不眨眼……”原来，
为了“带气氛”，余发富夫妻手牵手，唱
起了网络红曲《你莫走》。

“凤凰于飞，翙翙其羽！”村支书王
彪想到了《诗经》里的名句。

冯腾芳要记者给他们照一张夫妻
合影。杨业群依偎着丈夫，笑得很甜。

在凤凰山村，“凤凰于飞”，何止于
夫妻间。采访湛沅标时，可能因以前日
子太苦，说起新房子、新工作等，他几次
红了眼眶。

人到中年，生活压力太大，杨业群
带着哭腔说：“如果没有茶厂，要去外面
打工，3个孩子，还有父母，谁照看？”

告别“老破小”，村里建了新小学，
而老师和孩子念叨最多的就是驻村
扶贫工作队。

美丽乡村，“小钱”办成

■记者手记

新农村，新气质
盛伟山 蒋茜

周家村不是最富的，去年村集体收
入约18万元，但周家村却有着650多年
的底蕴。

一条茶盐古道依村而过。周家族谱
记载，茶盐古道叫青云大道，盛时三里
一亭、五里一庙。而今还留有一块明崇
祯年间的“新砌青云”石碑，上面记载着
周家先贤捐资修缮青云大道及周边设
施，给乡亲、商贩提供方便的故事。而在
村民服务中心，也留着几本账簿，记着
修公园、帮扶济困等捐款。

青云大道旁，还立着一座惜字炉，
又叫文风塔，是古人敬重文字的见证。
文风塔不远处，是周家村村规民约，第
15 条规定，树立勤奋学习、笃德明理的
良好学风。

爱莲公园最核心处，镌有出自《易·
谦》的“劳谦”二字，意为“勤劳而谦虚”。

不等不靠为老人小孩修人行道；没
有高墙大院奢华耀眼，没有庭院深深孤
芳自赏，8000多平方米公共绿地人人可
赏；披荆斩棘，荒山变公园……

“劳谦”的周家村，借精准扶贫的东
风，650多年的沉睡被唤醒。

新农村，新气质，当有周家人！

青山蕴玉，绿水养人

陈奇志 许森良 摄9月5日，平江县南江镇凤凰山村，“90后”夫妻余发富(前右）、李昌香（前左）
经营一家露天吧。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9月4日，新田县陶岭镇周家村，爱莲
公园绿意盎然。该公园是新田县首个以廉
政文化为主题的村级休闲教育公园。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