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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龚柏威

四面环山，麻溪河穿林而过，安化
县江南镇金田村白墙红瓦的民居散落
在河畔。

9月13日清晨，细雨朦胧，大山环抱
的小山村渐渐醒来，公鸡打鸣声、鹅叫
声、溪水声、说话声相交织，热闹而祥和。

“好香，这是哪飘来的？”一阵清香
袭来，记者问驻金田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胡鑫。

“肯定是陈申勇家榨油机开了。”胡
鑫说，“这两口子，天不亮就榨油，晚上
八九点还编茶篓，勤快得很。”

循着清香，记者来到陈申勇家，三层
楼房，一楼大厅里摆着一台锃亮的榨油机，
机器轰鸣，清亮的花生油从一侧汩汩流出。

陈申勇的老婆贺小妹热情招呼前
来榨油的顾客，陈申勇正埋头摆弄机
器。大厅另一端，二十几个茶篓散落一
地，陈家3个女儿刚刚睡醒下楼。

满室油香，一家人其乐融融。谁能
想到，这个家曾一度愁云密布。

陈申勇原是贺小妹的夫兄。那时，
弟弟已婚，育有一女，陈申勇在外打工
未娶，父母健在，兄弟二人也未分家，新
屋刚刚落成，一家三代过得和谐幸福。

没想到风雨降临，2011年，贺小妹
前夫因肝癌离世，公公也患上肺气肿、冠
心病，留下一堆债务和一个小孩，一个殷
实之家直线下坠，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不能让这个家散了。”陈申勇抱着
这个信念回到家中，决定扛起重担。贺
小妹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决定和陈申
勇一起守护这个家。两人在一天天相
处中，互相看对了眼，这可把陈申勇的
母亲高兴坏了，想法撮合了他们。

婚后，两人再添 2 个女儿，日子过
得紧巴巴，还欠下一堆债。

2018年，益阳市委办扶贫工作队进
驻金田村。队长胡鑫了解陈申勇家情况
后，积极出谋划策，帮他们申请5万元小
额贴息贷款，购买了榨油机，一家人生活
有了新奔头。陈申勇夫妻俩白天榨油，
晚上编织茶篓。闲时，陈申勇还外出打
点零工，艰难的日子渐渐平缓。

去年，仅榨油和编织茶篓，陈家收
入超过了 5 万元。陈申勇被评为益阳
市“十大脱贫状元”。陈申勇夫妇还在
酝酿注册商标，线上线下销售家里生产
的茶油、花生油、菜籽油。

“是工作队，让我们这日子过出了

彩，过出了滋味。”贺小妹一脸开心地对
记者说，“这些年，工作队帮我们村修
路、架桥，改造水电，发展黄牛、茶叶等
产业，还引进制衣车间，给我们带来了
新思路、新希望。”

实现人生“逆袭”，诚然有工作队的
功劳，但更多的是靠自己努力。

扶贫工作队驻村以来，扶贫先扶
志，力推乡风文明，倡导勤劳致富，表彰
脱贫先进，增强贫困户内生动力。目
前，全村 112 户贫困户已脱贫 106 户，
其余6户也将在今年底脱贫。

村民王胜初因病致贫，在扶贫工作
队和帮扶责任人帮助、引导下，他和家人
依靠勤劳的双手，喂了10头黄牛，还养
了80头猪、130只鸡，去年收入17万多
元，今年有望达到20万元。他一儿一女
读书也争气，在班上成绩保持在前十名。

“精气神不一样了，生活有奔头
了。”王胜初对记者说。

天色渐暗，记者在返回住处的路上
经过陈申勇家，见夫妻俩坐在一起编织
茶篓。织完一个，夫妻俩对视一眼，又
竹篾翻飞编织下一个。

湖南日报记者 王振亚
法制周报记者 陈思

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群山，眼前是
青瓦黄墙篱笆院。9 月 10 日晚，宜章
县关溪乡东源村，7座民宿在几十盏红
灯笼点缀下格外惹眼。

“来来来，先坐下喝杯茶，我就帮
你们安排。”穿着一身职业装的客服经
理范清洪，忙着招呼客人。“这篱笆小
院真美！”站在民宿旁，长沙女游客摆
出各种姿势自拍。

“这里可是我们村的网红打卡地!”
范清洪边倒茶边笑着说。2017年以前，
东源村没有网红地，少有外地人来，范
清洪也不是经理。村党支部书记陈斌
说，那时候东源村“要产业没产业，要人
气没人气”，村集体账面上只有用于偿
还贷款的2万元，全村贫困户达162户
709人，年轻人十有八九外出打工。

那时，范清洪常年在广东务工，一
家老小开销全靠他。“发传单、卖体力，
什么活都干。”范清洪说，一年干到头，
既存不下多少钱，又照顾不上家庭，妻
子因此吵着要离婚。湖南中烟扶贫工
作队驻村后，引入公司开发旅游，打造
共享经济，引导村民种植两茶（茶叶、
油茶）一叶（烟叶），发展电商，壮大集
体经济。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范清
洪被工作队“请”回村里就业。“每月
2400元工资，绩效和年终奖另算。”范
清洪说，民宿、茶叶等产业的利润会按
一定比例反馈给村集体，他家6人每年
从村集体收入中“共享”2160元。

“在家门口工作，能顾家，开销比外
面少。”范清洪笑着说，自从回来工作后，
妻子也不闹离婚了，一家人其乐融融。

“民宿利用村民闲置房屋改造而
成，采用的是共享经济模式。”东之仙
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耀中
说，公司按每平方米5元的价格付给房
主租金，并吸纳村民就业，让村民共享
发展。“我就既领租金又挣工资！”记者
采访时，民宿保洁员毛小花得意地说。

“共享”的还有民宿前面的智慧农
场。流转村民闲置土地建成的这座农
场，四周布满摄像头，采取认领、代种、
代管的方式运作。应一位广东认领人
要求，9月11日清晨，56岁的村民余美
鸾扛着锄头，早早来到农场除草、翻

地。余美鸾是村里聘请的种植管家，
她没想到自己天天干的庄稼活成了

“工作”，每月有1200元工资。
建档立卡贫困村民张凤英也是“共

享”受益人，她“共享”着村集体的关
爱。2015年，张凤英的老公不幸意外死
亡，面对3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她常以泪
洗面。扶贫工作队驻村后，将张凤英安
排到村部搞卫生、做饭，每月发放2300
元工资。除此之外，她家4口人，每年可
从村集体收入中“共享”1440元，从东之
仙民宿“共享”300多元房屋租赁费。当
着记者的面算完账，张凤英笑着说：“村
里发展得越好，我收入越多！”

2018 年，东源村整村脱贫出列；

2019 年，全村贫困户全部脱贫。“不断
壮大的村集体经济，为村民共享发展
提供了不竭动力。”驻村扶贫工作队副
队长陈东说，村集体收入去年已达 87
万元，今年有望突破100万元，增速和
总量都居全县第一。陈斌说，截至今
年8月，东源村已从村集体收入中拿出
3.6万元，奖励在产业发展、参与公益活
动等方面表现突出的村民。

在村委会斜对面一座新建的楼房
上，“共享小镇”4个大字格外醒目。“总
共16套，电器、家具一应俱全，可拎包
入住，适合旅居、康养。”陈东笑言，东
源村打造“共享小镇”的发展规划，正
从蓝图变成现实中的“美图”。

颜石敦 罗徽

9月11日，记者在临武县南强镇两
广村见到欧爱国时，他正在验收东江自
然村通往担干岭自然村的水泥公路。

欧爱国个子不高，戴着一顶太阳
帽，手臂晒得通红。他说：“这条水泥
公路修通后，村民出行更方便，农产品
送出去、好日子迎进来。”

两广村是省级贫困村，有村民426
户1486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7户
169 人。今年 55 岁的欧爱国，从 1982
年起，先后担任村会计、村党支部书
记。他带领乡亲们修公路、筑水渠、搞
种养，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脱贫致
富产业。村集体年收入由零发展到10
万元以上，村民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
2000元提高到去年1.3万余元。2018
年，两广村脱贫出列。至去年底，全村
脱贫45户162人，剩下2户7人将在今
年底脱贫。

2018 年，欧爱国被评为省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省三大攻坚战中积极担
当作为先进典型。在我省今年 4 月启
动的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考察中，欧爱
国获得好评。

修公路、兴水利、改电
路，基础设施大改善

走进两广村，山上牛羊成群，山下
新房林立，田野里水稻长势喜人。

两广村曾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
山村。“天晴三天一把刀，下雨三天一
团糟，花钱靠借，吃米靠赊。”这首民谣
就是当年两广村的真实写照。

该村四面群山环绕，地势如“锅”。
因为不通路，村民种的东西运不出；因
为电力线路老化，家电用不上，机械加
工搞不起来；因为地势高低不同，有的
地方受涝，有的地方又缺水……落后
的基础设施，成为两广村脱贫路上最
大“拦路虎”。

“要致富，先修路。”1982年，刚担任
村干部的欧爱国就萌生了这个想法。

“修路，钱从哪里来？山下的村子
会同意占用他们的土地吗？”乡亲们一
片质疑。欧爱国先说服老支书，然后
挨家挨户做工作，乡亲们最终同意以
劳代资修路。

“山上全是石头，欧爱国带我们用
炸药炸，用钢钎撬，用锄头挖，手掌磨
破了绕上纱布继续干。”55岁的村民欧
龙光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欧爱国带领乡
亲们，陆续修通了20多公里通村公路，
解决了大家出行难。

东江、西江自然村地处“锅底”，十
年九涝。而担干岭自然村又居于山
头，十年九旱，人畜饮水都成问题。

2004 年，欧爱国和乡亲们一同寻
找水源，铺设输水管道，解决了担干岭
人畜饮水困难。同时，引资打通泄洪
道，修筑防洪渠，解决了东江、西江水
涝问题。

“吃水可不能忘了挖井人。”村民
王团心说，“你看这条高1米、宽0.4米
的输水管道，是欧书记带领我们一锹
一锹挖出来的。”

现在，两广村还接通了高压电，修
建了5000多米灌溉水渠，电信宽带也
装起来了。光伏电站、小水电站先后
投入使用，村集体收入大幅增加。

封山林、“走出去”、搞种
养，致富路上大步走

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欧爱国带
领乡亲们奔跑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

“毗邻广东，自然环境好，独特小
气候……”欧爱国把两广村的优势一
一列出来，制定“封山育林出效益、外
出务工抓经济、引入产业促就业”脱贫
致富计划。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991
年，刚当上村支书的欧爱国，看到乡亲
们上山砍树当柴烧，很心痛。于是，他
组织村支两委与村民代表讨论，决定
封山育林，并出台相应奖惩条例。

“家家户户都需要砍柴烧火，开始一
些村民对封山育林不理解。”欧爱国说，
为了村里长久考虑，封山育林无论如何
都要坚持下去。欧爱国的五婶王开凤违
反规定，成为村里受到处罚的第一人。

“我上山砍了 5 棵小树，结果被罚
200元。”王开凤说，她当时想不通。

乡亲们看到欧爱国动真格的，再
不敢上山砍树了。两广村山地面积
13200 亩，森林覆盖率由 1991 年 30%
提高到了现在的 80%，年林业收入达

10万余元。
两广村与广东省连州市大路边镇

相邻。利用这个优势，欧爱国动员村
民“走出去”，到广东务工经商。

“真的是穷怕了，只要是出去的
人，都特别努力。”村民欧国今年35岁，
2008年欧爱国鼓励他去广东闯荡。欧
国凭借自身努力，一步步从打工仔变
成小老板，目前年收入达50万元。

现在村里 80%的劳动力在外务
工，其中贫困群众48人，人均年工资达
3万多元。

2015年，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后，
欧爱国在工作队帮助下，开始流转土
地，在村里发展规模种养业。

外出务工的乡亲闲置田地300 多
亩，欧爱国引回经济能人流转土地，成立
种养专业合作社，种植优质水稻、高山云
耳、芥菜，养殖牛、黑山羊、鸡等。贫困户
以土地等入股，并到合作社务工，既解决
了就近就业问题，年终还有分红。

“起初劝说贫困群众加入合作社
时，他们忧心忡忡，欧书记挨家挨户做
思想工作。”村党支部委员陈双娥说。

在驻村帮扶工作队及村支两委大
力支持下，种菜好把式李社英流转土
地种蔬菜，带动50多名贫困乡亲就业。

“跟着他干有奔头！”谈起欧爱国，
村民欧国强激动地说，“如果不是他带
着大家干，哪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两广村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现在村里 70%以上的家庭在县城
买了房子，60%的人家买了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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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调研组到临武县两广村走访
调研时，村里干部群众讲得最多的，是
欧爱国带领大家修公路、筑水渠、搞种
养的事。大家对欧爱国称赞有加，每次
村里换届选举，欧爱国都是高票当选。

考察调研组组长黎雁南说，多年
来，欧爱国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
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坚持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不愧是两广村脱贫致富
的“领头羊”。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通讯员 花江柳 陆佳

“生鲜卖场员工核酸检测结果都
出来了吗？”9月13日一大早，岳阳市大
润发店经理万燕便接到该市岳阳楼区
五里牌街道新城社区党总支书记唐述
的电话。

“您放心，都没问题，体温检测、酒
精消毒一天不落。”听到万燕的答复，
唐述放下了心，又拨通下一个电话。

在今年抗疫大考中，“铁娘子”唐述
奋战一线，“弯弓征战作男儿”，连续3个
月坚守岗位，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
卷。在9月8日召开的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唐述被评为全国抗
疫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安全“防火墙”

今年初，本该热闹喜庆的春节，却
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新城社区大
街小巷，没有小孩玩闹，只有网格员拖
着音响来回穿梭：“岳阳楼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提醒市民朋友，关键时期，不聚
会，不聚餐，不串门……”

农历大年三十，唐述收到通知，要
求立刻返岗抗疫。

“妈妈，你一定要注意防护，平安回
来。”女儿一年才回来一次，还没有来得
及好好聚聚，唐述便带着对居民的关心、
对女儿的牵挂，回到了社区工作岗位。

到岗后，唐述顾不上休息，第一时

间组织召开党总支委员会扩大会议，
研究制定“以网格为单元，包片区管
理”的社区防控方案，成立宣传、物资
储备、摸排、资料、数据5个小组。

由于社区工作人员有限，唐述便
号召辖区全体党员做好“三管三带”：
管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人，管好自家
事；带头严防严控，带头健康生活，带
头奉献担当。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3天内，新城
社区就完成了3293户居民的入户摸排。

唐述发现，辖区内有不少湖北籍或
去过湖北的居民。唐述当即决定：管控
鄂牌车辆，减少人员流动。工作人员迅
速行动，摸排人口及车辆，所有车库只
留一个出入口，做好人员、车辆管控，稳
扎稳打，筑起一道安全“防火墙”。

由于行动迅速，病毒传染风险降
到了最低。五里牌街道党工委书记李
亚东说：“要不是唐述反应快，情况只
怕就糟了。”

1月26日，省委书记杜家毫到新城
社区考察，对唐述和新城社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社区“定心丸”

“新城社区可能存在发热人员。”
2 月1日，岳阳市一人民医院的一通电
话让唐述如临大敌。根据医院提供的
信息，唐述一一比对人员信息册，逐个
查找。却只发现一位居民名字与医院
提供的相近，碰巧也曾去过武汉探亲。

“管不了那么多了。”为了尽快确
认发热人员，唐述直接带着网格员黄
华英上门查看情况。

上门后，家属仍抱有侥幸心理：
“我家那口子是昨天吹了风才感冒发
热的，过几天就好了。”

唐述仍不敢大意：“你们先别出
门，等明天核酸检测结果。”

次日18时，医院传来消息，核酸检
测结果为阳性。

黄华英听到消息后，害怕得哭了出
来：“述姐，我们昨天才接触了确诊病例
的家属！我好害怕，这可怎么办？”

“别怕，我们做好了防护措施，你
先去做个核酸检测，休息一天，放宽
心。”安抚好黄华英，唐述立马撰写预
案，上报街道，联系公安准备封楼。

怕引起居民恐慌，唐述打印了厚
厚一沓《告全体居民书》，从 1 层爬到
30 层，一户不落地张贴好。短短 2 小

时，她的毛衣就湿透了。
为了安抚被隔离对象，唐述又想

到一招：建微信群。一时间，群内居民
你一言我一语，有恐慌的，有抱怨的，
也有称赞社区工作到位的。唐述的手
机响个不停，她耐着性子，逐一回复。
唐述说：“那阵子经常接电话到凌晨。”

黄华英也附和道：“2 个电话轮流
响，左边听完接右边。”经过她们耐心
劝导，居民们吃下“定心丸”，逐渐平复
了恐慌心理。

2月24日，108户居民居家隔离期
结束，新城社区做到了零传染、零纠
纷、零事故。

居民“小保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给隔离对
象送菜上门的任务，唐述义不容辞地
担在自己肩上，当起了服务居民的“小
保姆”。

“唐书记，我想要鸡蛋大小的土豆”
“唐书记，我的物资一定不要漏”……每
天22时前，唐述都会将购物信息记在本
子上。次日10时，居民就能在电梯口
看到贴有自己名字的塑料袋。

隔离期内，唐述的“代购”信息写
满了一个本子。

以往元宵夜，花市灯如昼，唐述都
会在社区组织猜灯谜、逛夜市等活动，
可今年居民不得不宅在家里。如何让
居民感受到节日氛围呢？唐述找来了
社区文化专干曾冰。

“不如在微信群开展疫情防控知
识抢答赛？”曾冰提议。

唐述拍案叫好：“好主意！在家隔
离久了，大家一起玩玩，调节一下心
情。”两人一拍即合。元宵节当天，微
信群内，大伙玩得不亦乐乎。不少人
通过微信向唐述反馈：“今年元宵节，
有大家的陪伴，过得很开心。”

保姆式服务不止于此。疫情稳定
后，唐述不断接到企业的咨询电话：

“唐书记，复工复产手续怎么办？”
为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唐述联合

相关单位，组织社区工作人员进门店、
商户、企业，送指导、送政策、送温暖。
她还制定“四个一”复工法，即一对一
上门指导、一站式复工登记、一热线政
策咨询、一部门复工监管，鼓励辖区
480 余家门店和 220 余家企业积极做
好复工复产工作。最短时间内，社区
经济重新激活了……

勤劳换得幸福来

“共享”发展村民乐

9月13日，安化县江南镇金田村麻溪河畔，500亩优质茶园基地成片相连。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张福芳 龚柏威

在金田村采访，记者深刻感受到
“幸福是干出来的”这句话的内涵。

当了20年村支书的陶幸福，通过
扎扎实实地干，赢得了乡亲们认可，不
论在原来的自然村，还是在后来4个村
合并的金田村，村党支部选举第一人选
总是他。他说：“村里人除了讨不到老
婆不找我，其余什么事都愿意找我。”这
是老百姓的信任，也是实干的结果。

已驻村扶贫6年的益阳市委办组
织人事科科长、金田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胡鑫，从刚来村里时被村民围堵，到
熟悉每一位贫困村民，再到村里贫困
户满意度达到 100%，他也是通过实

干，赢得了群众认可与信任。
贫困村民王胜初人生经历曲折，外出

打工受伤昏迷3个多月，回家养猪又失败，
还因感冒引发重病，欠下十几万元债。在
扶贫工作队帮助下，他通过自己努力，养
牛、养猪、养鸡，不仅建了新房，今年底还
能把外债还完，明年计划买辆小车。

村里80后返乡创业者陈颂德，不
恋繁华恋家乡，在“乡村振兴”感召下，
返乡养殖20亩龙虾，种植十几亩猕猴
桃、56 亩水稻，还养了 50 头猪、100 箱
蜂，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但他觉得“很
幸福”，如今他年收入30多万元，常感
慨乡村也大有可为。

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想拥有幸福
生活，还得靠“干”。

■记者手记

幸福是干出来的

9月11日，宜章县关溪乡东源村油茶基地。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王振亚 陈思

来到东源村，记者印象最深的是呈
指数级增长的村集体经济。2017年，村
集体账面上只有2万元，还要用于偿还
贷款。2018年达到21万元，去年87万
元，今年有望突破100万元大关。

这不断增加的数字，是扶贫工作
队和村支两委科学谋划、勠力奋进结
出的硕果。因集体经济增长迅速，东
源村党支部从“二类党支部”，连跳两

级，一跃晋升为“红旗党支部”。
壮大集体经济是扶贫应有之义。

事实充分证明，只有做大做强集体经
济，脱贫攻坚才有持续不断的后续保
障。同时，村集体有钱了，村党支部的
号召力就能有效增强，集体兜底保障
作用也便于充分发挥。

俗话说：“手里没把米，连鸡都不
理。”东源村党支部书记陈斌说，“集体
经济壮大了，我这支书说话、办事底气
更足了！”

■记者手记

壮大集体经济，办事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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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支持

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群英谱 “跟着他干有奔头”
——记临武县南强镇两广村党支部书记欧爱国

弯弓征战作男儿
——记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唐述

唐述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抗疫先进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