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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瑶

9 月 10 日上午，郴州市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举行宣讲会，从北
京载誉归来的该支队干部黄卫国，给
500多名干部职工宣讲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盛况和精神。台下
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在这次北京举行
的表彰大会上，黄卫国获得“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两项荣誉。

郴州市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袁
少雄告诉记者，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战打响以来，44岁的“老黄牛”黄卫
国，带领支队执法队员，迎难而上，奋
勇战“疫”，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作出了积极贡献。

战“疫”急先锋，冲在防疫一线

今年1月22日，郴州市城管局召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紧急调度会，黄
卫国意识到将有一场硬仗要打，会后,
他立即通知全体干部职工取消休假，
随时待命，为战“疫”做准备。

“局里大会后，我们第二天就组织
力量，到辖区的19个农贸市场劝导菜
农和市民做好防疫措施。”黄卫国说，
临近农历大年三十，正是年货交易和
人流的高峰期，一个农贸市场几十名
执法人员每天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

“疫情刚开始时，农贸市场的菜农、
商贩和购物的市民都不是很理解和支
持，工作开展起来难度很大。”城管干
部雷江告诉记者，罗家井农贸市场有
各种摊点门面等 500 多个，日人流量
达 2 万多人次，“戴口罩、注意安全距
离、病毒危害很大”等用词，他们一天
要重复讲几千次，几十名城管队员嗓
子都不同程度的沙哑。

除了加强农贸市场、汽车站、宾
馆、酒店等公共场所的疫情防控外，黄
卫国还带领抗疫突击队员到高铁郴州
西站和火车站出入口设卡值班值守，
对进出火车站的乘客进行体温检测筛
查等。随着防疫阵地不断扩大，任务
也不断加重。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阶段，
郴州市城管局接到市委疫情防控指挥
部下达的要求，对所有公共区域清洗
消毒。黄卫国接受任务后，带领队员
们在辖区 11500 多个清洗消毒点上，
开展清洗督察工作，每天奔走在宾馆、

车站等高风险场所，接触大量外来流
动人口、疑似病例高风险人员。

北湖区龙泉塘小区发现疑似新冠
病毒感染者后，群众闻讯，高度紧张，
唯恐避之不及，但黄卫国毫不畏惧，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与队员一起开展清
洗消毒工作，构筑一道守护人民生命
安全的坚强防线。

哪里有需要，服务就到哪里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郴州市委疫情防控指挥部评价，黄卫
国作为一名党员，大局意识强，积极配
合协助市区其他单位共同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为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增派人
手、支援物资，主动做好服务，积极贡
献力量。

2月2日晚上10时，突降大雨，疫情
防控检测点的值班人员被淋得措手不
及。接到北湖区委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求
助电话后，黄卫国立即调度安排支队机
关督察室曾伟、唐洋等4人火速驰援，来
回驱车近百公里，将仓库里帐篷送往辖
区内厦蓉高速郴州西、郴州南收费站和
华塘塔水村等4个疫情防控检测点，为
防疫前线支起了“保护伞”。

2 月 12 日清早，北湖区燕泉街道
三里田村社区工作人员打来电话紧急
求助，辖区实行封闭式管理，需要设置
大量围挡封闭出入口。接到求助电话
后，黄卫国一边电话紧急调度、协调联

系围挡公司和北湖区燕泉大队城管队
员，一边赶赴现场指导围挡规范设置，
不到 2 个小时，就按要求做好了围挡
设置工作，为三里田村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保驾护航。

城市疫情防控哪里有需要，黄卫
国和队员们的服务就到哪里。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为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黄卫国又带
领队员加班加点，奔波在大街小巷，在
辖区19个农贸市场、29个街巷、1个公
园周边设立了蔬菜、瓜果、小商品等便
民疏导点 127 个，安置就业人员 260
人。

止痛药“护”身，始终坚守岗位

黄卫国从事城管工作11年，始终
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忘我工作，舍小
家为大家，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
忠诚、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黄卫国足底是经膜炎、足面是痛
风，两个病经常拖他的‘后腿’。”黄卫
国同事王涛说，两个病最好的治疗是
少走路，可黄卫国每天在大街小巷要
奔波几万步。每当足底经膜炎发作起
来，疼痛锥心刺骨，黄卫国就来一片止
痛药麻痹自己。

止痛药和痛风药是黄卫国随身必
带品，疫情防控期间，他天天从早忙到
晚，没因“老毛病”发作请过一天假。
今年2月15日，郴州城区气温骤降到
零度以下，白天已经忙碌一天的黄卫
国，晚上又和同事们在郴州城区罗家
井、振兴桥的马路市场通宵值守，而这
一天，正是他44岁的生日。

黄卫国妻子李湘华也是城管人，
他们夫唱妇随，夫妻俩为了疫情防控，
都在防控检测点值班值守，2岁多的小
女儿只能“寄托”邻居，“城管夫妻档”
共同战“疫”的故事，曾传遍郴州。

每年新春佳节，黄卫国都主动申
请值班，坚守一线开展禁燃禁放工
作。除夕之夜，万家团圆时，也正是黄
卫国最忙碌的时候。今年9月初,郴州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时，市里将城区
224条背街小巷的车辆乱停乱放整治
工作交给市城管局，黄卫国领到任务
后，一周内全部整治到位。

“城管工作每天都有新任务，没有
终点。”一路走来，黄卫国听党指挥，召
必战，战必胜，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
党员的使命和担当。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三湘都市报记者 卜岚

9月10日上午，省税务局派驻汝城
县三合瑶族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李海波
满脸笑意，熟门熟路来到村民陈春贱
家，将一笔升学奖金送到他女儿陈丽英
手里。陈春贱在一旁看着女儿，目光里
满是骄傲，他相信，懂事好学的女儿大
学毕业后，生活一定会更美好。

陈丽英今年高考发挥稳定，考上湖
南农业大学。这是陈春贱家连续两年
获得升学奖金。去年，陈丽英的哥哥考
上华北理工大学。“尊师重教优秀家庭”
的金色牌子，挂在他家门楣上，格外醒
目。

李海波说：“去村民家办事，最开心
的就是去送教育奖金。看到这些有出
息的孩子，就看到了三合村美好的未
来。”

三合瑶族村位于大山深处，交通落
后，村民文化水平低。2018年初，工作
队来到村里，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科技
扶贫等多管齐下，村集体收入实现从零
到50万元的跨越，村民年均纯收入增长
至 9000 元以上。当年，三合村实现脱
贫摘帽。

令李海波最难忘的，是刚入村摸底
填表格时的情景。当他递上笔，却有一
半左右的村民露出憨厚笑脸，不好意思
地说：“李队长，我……不会写字。”

已经是 2018 年了，还有这么多文
盲？李海波吃惊之余，下定教育扶贫的
决心，“三合村不但要经济脱贫，更要文
化脱贫、精神脱贫。只有教育才能真正
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的隐患，让村民真正
过上幸福生活。”

当年，工作队开始教育激励，不断
完善教育激励内容。从小学到大学，只
要获得校级以上荣誉证书或奖状，村里
就予以奖励，每张奖状100元。考上重
点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奖金达到 2000
元至4000元。

三合村村民子女多，教育负担重，
现金是最实在的鼓励。像陈春贱这样，
两个孩子连续考入一本院校的“优秀家
庭”，各种奖金到手，既缓解了经济压
力，也起到显著的示范作用。

与传统观念不同，工作队的教育追
求是“大教育”——不仅勉励青少年认
真求学，更要推动成年人学习技术技
能，获得驾照、挖机、厨师等技能证书，

每个证书也有1000元奖励。
李海波给陈丽英送奖金时，电工黄

余良正开着挖机，修筑村里的一条新
路。记者赶到施工现场，黄余良熟练地
操纵着两个操作杆，挖机的大臂、小臂、
挖斗上下舞动。休息时，黄余良告诉记
者，他目前考取了驾驶证、电工证和挖
机证，是村里证书最多的成年人。

技术在身，脱贫致富水到渠成。作
为村里的电工，黄余良每月有 1000 元
左右的工资，开挖机，另有进账。加上
养鸡、种植红薯和百香果的收益，比之
前外出打工挣得多。

“奖励是手段，目的是营造村里重视
教育的氛围，最终实现经济、精神双脱
贫。”李海波笑着说，现在村里的每个家
庭，孩子们都争着拿奖状，成年人也在琢
磨考个证，“学了技术，还有奖金拿，谁不
心动？”

实施教育激励以来，已累计发放奖金
30多万元。每年获得奖状奖励的学生达
300多人次，获得技能证书奖励的村民30
多人次。去年三合村有15人考上大学、5
人考上省级重点中学；今年有15人考上
大学和省级重点中学。

今年，工作队即将结束3年的扶贫工
作，但教育激励不会停止。村里和工作队
建立三合村教育激励基金，规模100万
元。基金拟委托湖南汝城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经营，每年收益预计7.9%，将用于

三合村的教育激励，确保形成长效机制。
“10年、20年后，三合村会是什么样的

面貌？”李海波说，“我一定要回来看看。”

■记者手记

用教育托举梦想
卜岚 王亮

“不学习不行！”考挖机证、驾驶证、
电工证，近40岁的黄余良仍在努力汲取
新知识；由爷爷带大的朱娟一家走出了
3个大学生，自食其力补贴家用；考上大
学的陈丽英，准备毕业后回乡从教……
他们正在用知识改变未来。

“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这是
2018年农历正月初八，李海波到三合村
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后的最大感触。在产
业扶贫的基础上，帮扶队开展教育激励，
对学生和获得技能证书的村民、民间工匠
等进行奖励。

500 元、2000 元、4000 元，一笔笔教
育扶助金如春风化雨，减轻了贫困家庭
的教育负担，托举起村民的梦想。教
育，已成为三合村“拔穷根”的重要力
量，成为脱贫致富的“无形推手”。

教育才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治
本之策。在希望的田野上，种子一旦发
芽，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它破土成
长、开花结果。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书东 刘志军

9月12日上午，祁阳县茅竹镇三家
村，65岁的贫困户尹小兵急了。

为什么着急？只见在该村集中建房
地，一座座排列有序的小洋楼前，尹小兵
新建的两层半小洋楼这天封顶，按照当
地习俗，要请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封顶仪
式。可眼下，尹小兵找不到村党总支书
记马春生，建筑工人们都在等着。

尹小兵说，年过五旬的马书记是带
领大家脱贫致富的一匹“老马”，村民们
都敬重他。后来，尹小兵拨通马春生的
电话，得知他正在为村里引进扶贫车间
的事忙碌，只好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2016年以来，马春生团结村两委
干部，带动全村上下共同努力，把三家
村从省定贫困村，建设成为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国家级蔬菜标准园和3A
旅游景区。

在我省今年4月启动的脱贫攻坚一
线干部考察中，马春生获得好评。

乡村变农场，一地生四金

9月10日8时，三家村60岁的贫
困户毛建军和妻子，来到湖南德辉现
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村里的蔬菜大
棚务工。

大棚里无土栽培的黄瓜、西红柿、七
彩椒等，生机盎然，清香拂面。

毛建军介绍，这是能自动调节温度、
湿度的智能温室，生产的有机蔬菜，价格
是普通蔬菜的好几倍，每天都有客商上
门收购。

好产业带动村民收入节节高。去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1.6万元，确保
了贫困人口人人有事做，脱贫不返
贫。村民们说，产业发展的背后，是马
春生的辛苦付出。

几年前，毛建军夫妇与村民们一样，
种几亩水稻，效益不高。到2014年底，
全村总人口2489人，有贫困户154户
413人。

2016年初，马春生当选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上任伊始，在永州市水
利局、祁阳县人民医院等驻村扶贫工作
队的带领下，马春生和村两委干部一道，
到外地考察学习，大家感触颇深，决定借

鉴外地的好经验，流转土地，集中发展高
效农业。

几经努力，村里引进从事无公害高
效农业生产的德辉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准备集中流转土地。而村民们担心
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当初，毛建军就坚
决反对集中流转土地。

面对村民们的担心和质疑，马春生
等村干部一一耐心解释：土地流转后，乡
村变农场，一地可以生4金。土地出租，
有租金；在基地务工，有薪金；股份合作，
可分股金，年底有分红；在基地承包种植
大棚，得现金。慢慢地，一些村民开始转
变观念。

不久，村民们发现公司集约化经营
的效益好，曾经“态度硬得像石头一样”
的毛建军等村民，主动找到村两委流转
土地。

到目前，全村土地集中流转面积从最
初的500亩，发展到5000亩。公司还为
流转土地的村民们购买了居民养老保险、
人身意外保险等，解决了后顾之忧。

毛建军高兴地对记者说，他每天按
时上下班，劳动强度比过去小多了，年收
入却有6万多元。

村民肖桂花在基地务工，每月有
2000多元工资，她还承包了4个大棚种
植蔬菜，每年综合收入10多万元。

土地流转生金，带动村民们增收、贫
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2016年，三家村
被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为“脱贫攻坚
示范村”。2017年底，三家村整村脱贫
出列。

庭院种花草，村庄变景区

9月11日中午，村民肖学良开办的
农家乐里，宾客满座。肖学良忙且快乐
着。这几年，肖学良年收入 20 多万
元。

三家村引进湖南德辉现代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后，智能大棚、无公害蔬菜
基地等逐渐发展成为观光农业。村里
还大力整治环境，美化村庄，乡村旅游
风生水起。

“以前，村民们大都卫生意识差，
旱厕林立，各种垃圾随意堆放，村里到
处臭烘烘的。”村民毛小峰如是说。

为了改变村庄面貌，马春生积极
向上级争取项目和资金，加快环境治
理。

2017 年初，省、市确定三家村为
湘江流域退耕还林还湿试点地。截至
目前，全村退耕还林还湿 1136 亩，搭
配种植海棠、紫薇、芋头、湘莲、糖橘等
林草品种及经济作物30多种。

开展“一拆二改三种四清洁”行

动，即：“一拆”，拆除危房空心房；“二
改”，改水、改厕；“三种”，种树、种花、
种果；“四清洁”，清洁家园、清洁水源、
清洁田园、清洁能源。

当初,马春生动员村民肖某拆除旱
厕，肖某把他拦在门口，不让他进屋。

马春生先垫资为肖某建好冲水式卫
生厕所，肖某一试，乐开了花，自己把旱
厕扒平了。

到目前，三家村拆除空心房、危房、
违章建筑等3.8万平方米，建成5处小游
园、6处污水处理设施、2处小微湿地,还
建起生态停车场。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
水和冲水式卫生厕所,并对400户村民
的房屋进行风貌改造，做到上有屋顶、四
边同色。

通过开展评选星级文明户等，三家
村引导村民们在道路边、河道旁、庭院种
树、种花、种果。如今，该村三季有花、四
季常绿，引来野鸭、白鹭等野生动物在此
栖息。

三家村一天天变美，马春生等因势
利导，带领大家举办油菜花节、农民丰收
节等，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今年5月,三家村成功举办了美食
灯光节，吸引游客 10 万余人次、创收
350万余元。1至8月，全村接待游客
量达17.6万人次，带动消费近1000万
元。

村庄美、产业兴、旅游旺，三家村美
丽的小康画卷，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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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组在三家村走访调研期间，当
地群众闻讯主动向考察组反映马春生的
事迹。马春生把为民办实事当作自己的
本分，作风扎实，任劳任怨。他虚心向群
众问需问计，把事关群众利益的事，一件
件做实做好。他大胆探索、积极尝试，推
动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不断提质发展，
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变，群众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

考察调研组组长谢文说，马春生认
真贯彻落实上级精准扶贫政策，全身心
投身扶贫工作，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
位，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他心系群众，为人正直，廉洁奉公，
尽职尽责，提出的村企结合、特技扶业等
扶贫新举措，壮大了集体经济，激发了贫
困户的内生动力，被村民们誉为“毫无私
心的村干部”。

抗疫先进风采

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群英谱

“老马”识途 小康有路
——记祁阳县茅竹镇三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马春生

黄卫国：“老黄牛”立新功

三合瑶族村：教育拔穷根

黄卫国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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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胡泽汇 吴天琦
通讯员 彭智

9月11日6时，天色渐亮，汨罗市川
山坪镇玉池山村村民李元就忙着给300
多只鸡鸭喂食。在鸡鸭“嘎嘎嘎、咯咯
咯”的催促声中，她麻利地往食盆里倒
上玉米、菜叶、糠，“伺候好它们下蛋。
多的时候，一天能捡 150 个蛋，都是赚
钱的金蛋蛋！”李元笑得眼睛眯成了一
条缝。

10 年前，李元的眉头没这样舒展
过。丈夫意外溺水去世，留下一双未成
年的儿女和一间破烂的土砖房。“那时
候真的穷，就两亩田、几十只鸡。大女
儿本来读高职，只好退学打工。一下
雨，房子就漏水，怕倒，我们只能借住邻
居家……”讲起过去，她的眼睛里还闪
着泪光。

2016年，李元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儿子享受教育帮扶政策，每个学期
获得1500 元学杂费补助。2018年，她
家获得危房拆除重建补贴 2.8 万元，人
大代表还给她捐款5000元修房子。“村
里鼓励我养鸡养鸭，给我鸡苗鸭苗。我
以前不敢多养，怕没人买，村里对口单
位就负责销售。现在靠卖蛋和卖菜，我
一年收入有5万元。”如今，李元搬进了
新房，液晶电视挂在墙上，地板铺着锃
亮的瓷砖，儿子即将进入大学，女儿已
经出嫁。“现在政策好，人只要勤快一
点，生活就会越来越好。”她又笑了。

像李元这样，在脱贫政策帮扶下，
凭借自己的双手走向新生活的，在玉池
山村还有很多。熊锋因父亲生病致贫，
2015年便脱贫摘帽！在后盾单位汨罗
市文广新局的帮助下，他开办农家乐，
自己当厨师，妻子、母亲当店员。生意
红火，当年纯收入达 6 万多元。2018
年，他利用20亩荒山，成立秀峰散养土
鸡合作社，吸纳村民26户，其中贫困户
23户82人。他免费给入社贫困户发放
鸡苗、饲料及药品等，贫困户当年分红
超6万元。今年，熊锋被评为湖南省创
业致富带头人。

带领贫困户脱贫，政策、能人、产业
缺一不可。2015年，在县城做建材生意
的彭广，被老支书邀请回村。

“说实话，做建材生意轻松多了，
回报也大。当时我把建材生意转让掉
回村搞农业，家里人都反对，各方压力

都很大。”但彭广是一名老党员，他先
后投入 600 多万元，成立玉桂农业综
合开发公司。从村里 1000 余亩野茶
园抓起，成立玉明茶叶种植专业合作
社，又开辟有机茶园 200 亩。不久，他
又成立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蜂蜜养殖
合作社……共吸纳贫困户 150 多人。
今年仅茶叶采摘一项，公司就开出 20
多万元工资。

村里因地制宜打造水产养殖、茶叶
种植、土鸡散养等 5 个产业。2019 年，
为贫困户分红 46.94 万元。2016 年以
来，累计脱贫 113 户 345 人，今年最后
10户26人将脱贫。

现在的玉池山村风景更美了。为
了发展旅游，村里投资 1000 多万元提
质改造沥青路，人们可以从山脚开车直
达山顶，一览峰顶美景。3年来，还投资
1000 多万元进行地质灾害治理，重修
护坡和水渠。今年村里遭受前所未有
的暴雨，但村民没有一间房子受灾。

村党支部书记陈素辉和驻村扶贫
队队长、第一书记周春请来专家，给村
里做好长期规划。利用玉池山这个省
级风景名胜区的优势，开发红色旅游资
源，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发展好农业产
业，做好野茶、蜂蜜、灵芝等精品农产
品，“做成湖南多规合一空间规划试点
示范村。”周春充满信心。

■记者手记

“村民有事
不找我找谁？”

胡泽汇 吴天琦

走在玉池山村干净整洁的沥青村道
上，记者最大的感受便是村民的房子一幢
比一幢气派，几乎每家门口都停着一辆小
车，有的还搭建了漂亮的不锈钢车棚。

提起村里的变化，村民们不约而同
地感谢村党支部书记陈素辉。他最常
出现的地方是施工现场、村民服务中
心、贫困户家中、各个合作社……

他妻子被确诊乳腺癌多年，要定期
去长沙医院检查换药，他却总没时间陪
她去医院。今年 1 月 8 日，他好不容易
开车送妻子去长沙，才到村口，村里电
话就打来了，只能返回去处理事情。最
后，还是妻子一个人去长沙做检查。妻
子有怨言：“你心里只有贫困户。”

“我是村支书，村民有事不找我找
谁？”陈素辉说。

陈素辉是中国大地上千万为民办实
事的基层干部的一个缩影。他们深知，贫
穷不是宿命，苦熬不如苦干。他们坚信，
脱贫功成不必在我，但建功必定有我！

玉池山村：

人勤天不负

9月11日，汨罗市川山坪镇玉池山村，73岁的村民陈金阳在家中编织竹筐。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9月8日，汝城县文明瑶族乡三合瑶族村，石泥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与
群山、白云构成一幅“云顶新居”美丽画卷。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