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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爱平 杨玉菡

9月20日，记者来到南县三仙湖镇
太平桥村。眼前一派金秋盛景，稻虾田
里，水稻进入灌浆成熟期，小村庄显得
静谧而安宁。

占地400多亩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田成方，渠成网，喷灌系统齐备，汽车直
接开到田边。产业园有300多亩稻虾田，
还有100多亩蔬菜基地。承包人张绍华
正四处查看。今年，他在稻虾共作基础
上，开展“稻-虾-蟹”综合种养 160 亩。

“保守估计，综合收益可提高7万至8万
元。”对今年的收成，他满怀期待。

“我们村现有稻虾田3000余亩，去
年创收近1200万元。”太平桥村党总支
书记舒金良介绍，帮扶工作队驻村以
来，村里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日新
月异，更令人欣喜的，还是人的精神面
貌的改变。

2017 年，南县团县委驻村第一书
记、帮扶工作队队长甘亮刚到村里，就
感受到“浓浓的火药味”。

“刚来时，听到最多的话题是吃低
保。”甘亮回忆，当年，村里有57户低保
户。通过1个月的摸排调查，经过四议两
公开讨论程序，最终发现符合低保政策
的只有9户。调查结果公布后，在村里引
起轩然大波，不少村民前来讨说法。“有
两公婆竟然大半夜拿着菜刀、敲着脸
盆，到我家门口‘喊冤’。”回忆起当年的
情景，舒金良还有点后怕。

光想着伸手，怎么脱贫致富？工作队
和村支两委心里着急，公开9户享受低保
待遇村民的收入明细表，“有比这9户村
民收入更低的，可以再次启动评定程
序！”看到公示后，再也没有人吱声了。

在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基地开沟
排水的邓进洲，是基地拿“月薪”的长期
工。他告诉记者：“月工资4800元，流转
了3亩水田给产业园，每年有2400元流
转金；自己还有2亩多旱地，种点芝麻、豆
子。”张绍华告诉记者，产业园解决了近
20名劳动力就业，每年工资开支四五十
万元。

“当初流转土地时，并不顺利。”舒金
良告诉记者，2017年，村民小组大会开了
5次，上门做工作数不清次数。在村民小
组会上，村民李确良态度坚决：“我的10

亩地一分都不流转，哪怕荒在那里！”
磨破嘴皮子，不如干出个样子。种植

大户张绍华按照现代农业生产模式，进
行稻虾种养和蔬菜轮种。村民一算账，仅
蔬菜一项种、收人工费用，每人每年可增
收1.8万元。当初态度坚决的李确良坐不
住了，主动找上门签合同。今年6月，蔬菜
基地投产，李确良务工10天，赚了2000
元，逢人便说：“这个事搞得好！”

村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摆上桌面，重
大事项严格走程序，确保公开公平公
正；以前经常有人上访、缠访，让人闹心
的太平桥村，终于消停了，村民们都埋
头脱贫致富奔小康。

“政府政策好，只要不懒，就能活出
个样子来。”在贫困户邓洪飞家里，他的
妻子张翠兰快言快语。

今年56岁的邓洪飞勤劳朴实，因妻
儿生病致贫。“政府送了虾苗地龙，支持
我们搞稻虾种养。”有了政府撑腰，邓洪
飞胆子大起来，搞了17亩稻虾田，2017

年还清了外债。2019年底，太平桥村32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

62 岁的个体户高建华是村里有名
的能人，从事咸鸭蛋加工20多年，有技

术和设备。鼎盛时期，每年加工咸鸭蛋4
万件。今年受疫情影响，市场行情不好，
但高建华不服输：“虽然上半年亏了，下
半年要把钱赚回来！”

湖南日报记者 宛俊余 聂沛
通讯员 资一帆

潭湖村兵岭山，海拔600米。
9月17日，村支书王仁子领着远道而

来的客人，驾车行至半山腰，承诺给客人的
美景被一团云雾严实笼罩。王仁子有些尴
尬，只能挥舞手臂比划：“山上是一片神奇
的树林……”

耒阳，长坪乡。一场秋雨与潭湖村邂逅，
水汽在山坳中弥散，神奇的树林如同娇羞少
女，用大自然的法术把自己隐藏起来，不愿人
目睹芳容。她有一个美丽而浪漫的名字：红豆
杉。在当地人眼中，这是有灵性的“神树”，潭
湖村村民都知道，村头那棵最老的红豆杉，已
为自己画上第1000道年轮。

一直以来，村民们并没意会，大山馈赠
的野生红豆杉，是和黄金一样珍贵的苗木。

12年前，林业部门的一次勘察，让村民们
意外获悉，星星点点散布在群山中的红豆杉，
竟然是能给村庄带来命运转机的“宝贝”。

封山造林、建保护区，寂静的兵岭山变
得热闹起来。带头的，就是王仁子。

“行情好的时候，一株食指大小的红豆
杉苗可以卖到 8 元钱。”装满一只竹篮，王
仁子就曾经换回一万多元。

选种、深埋、抚育、护理，12年过去，潭
湖村的红豆杉种植数已超过5万株。

雨歇巡林，王仁子与吴爱民在路边相
遇。

“王支书，这几天有啥活干？”
“明天要是天气好，就上山割草，到时

候微信喊你。”
48岁的吴爱民因为一场大病，丧失了

部分劳动力，和丈夫养育着4个孩子，是村
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红豆杉林里翻土除草，一天可以赚

到160元。”对吴爱民而言，不需要重体力劳
作，又能照顾家中读小学的老四，这份差事再
合适不过。“老大在深圳，边上班边准备自学
考试，老二今年去了部队，老三成绩好，在市
里读高中，我现在一年两万元收入，日子不发
愁。”去年，吴爱民一家“摘了帽”。

红豆杉林另一边，黄志勇正在酱厂里
熬料，香味浸进空气，飘得很远。

2009 年，黄志勇的大儿子出生，不想
查出先天性心脏病。为了救孩子，他花光了
所有积蓄，从此一蹶不振。

王仁子和黄志勇是发小，特殊的关系，
让他对黄志勇的遭遇格外揪心。

“办个酱料厂吧，你有手艺，厂长你当，
我来投资。”

就这样，王仁子拿出积蓄,并去银行贷了
款,“富必帮”酱料厂建起来了。黄志勇在王仁
子的帮扶下，带着20多户贫困户安心熬酱。

黄志勇用的是祖传配方，现代工艺无法
复制。独特鲜香的口感，“富必帮”黄豆酱越卖
越远。“邻县好多学校、餐馆都跑来订货。”

就这样，黄志勇和厂里的员工们都脱
了贫。

还有猪场、鸡场和牛场，全部依山而
建。

“靠山吃山，我这辈子就在这里，不出去
了。”这是王仁子的大山情怀，也是10年创
业路上，他和村民与大山立下的约定。

目前，加上周边乡镇，600余人在王仁
子的带动下,通过发展产业甩掉了贫困的

“帽子”。
已是傍晚，客人们围坐在王仁子家的

小院中，院角的红豆杉已经结果，王仁子端
出了自酿的红豆杉酒。

推杯换盏间，一段关于大山里的幸福
故事，正娓娓道来。

三湘都市报记者 黄海文 通讯员 魏敏

9月20日中午，63岁的朱圣洪与家
人在吃饭，桌上摆着6碗菜，其中两碗是
猪肉和鸡蛋。见记者到来，朱圣洪放下碗
筷，热情地搬凳、倒茶。记者笑着说：“两
荤四素，伙食不错呀！”朱圣洪憨憨地说：

“平常也这样，都是家常菜。”
在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朱圣

洪一家曾经是有名的贫困户。朱圣洪说：
“黄桃是我家的‘致富果’。种黄桃，让我
家过上了好日子。”

朱圣洪一家四口，妻子和弟弟都患
重度智障，无劳动能力，唯一的女儿今年

23岁，患有严重的内风湿症。全家生活的
重担，落在朱圣洪一人身上。

朱圣洪家有 6 亩薄田，分散在群山
沟壑中，每年打下的粮食仅够糊口。每到
农闲，朱圣洪就去大山深处给人做苦力，
伐木、扛树、放排。运气好的时候，每天能
赚40至60元。

女儿读书，家人患病……朱圣洪微
薄的收入填不满家里的开支。全家一年
到头，难得吃上几顿肉。

2010年，驻村帮扶工作队在平乐村
发展黄桃产业，免费送给朱圣洪一些果苗。
朱圣洪有些犹豫，担心黄桃卖不出去。于
是，他将赠送的果苗以每株10元的价格卖

出一部分，自己仅种了3亩。
县政府请专家来村里传授黄桃种植技

术，朱圣洪逢场必到，学得很认真。2013年，
黄桃挂果，朱圣洪当年净赚7000多元。他
发现，种黄桃比种水稻效益高出一半以上。

尝到甜头，朱圣洪在2013年又种了
4 亩黄桃。2017 年，凭黄桃收入，朱圣洪
家脱了贫。

“我们这里海拔高，温差大，特别适
合种黄桃，种出的黄桃又大又甜。”朱圣
洪告诉记者。

手有余钱心不慌。朱圣洪原来一家
四口挤在又矮又窄的泥砖房里，“大雨大
漏，小雨小漏”。县里对贫困户实施危房

改造，资助他家3.2万元。朱圣洪拆掉泥
砖房，建起了两层楼的红砖房。

房子建好后，朱圣洪每年拿出一部分
钱搞装修，到去年底搞完，房子外墙贴上
了白色瓷砖，室内贴了地板砖，内墙粉饰
一新，跟城里的房子一样，特洋气。他还特
意制作了一块2米长的牌匾挂在屋檐下，
上面写着“幸福黄桃树，脱贫致富情”。

2018年，朱圣洪被株洲市扶贫办授
予“脱贫之星”牌子。他对这个荣誉特别
看重，把牌子挂在客厅最显眼处。“没有
党和政府的扶持，我们家哪能过上现在
的好日子？”他说。

平乐村一共368户1311人，原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83户292人。凭借黄桃产
业，2018年整村脱贫。如今，全村黄桃种
植面积已达2400亩，年产黄桃100余万
公斤，年产值 1600 余万元。村里几乎家
家住上了新房，很多人家还买了小车，被
誉为炎陵“黄桃第一村”。

湖南日报 9 月 21 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刘清 徐铭泽）备受
瞩目的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
未演先火。今天中午12时，该剧在大
麦平台的售票通道开启，1个小时门
票即火爆售罄。

据悉，此次《大地颂歌》售票的场
次，是9月28日至29日，在长沙梅溪湖

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两场演出。
“快速售罄在意料之中。”长沙梅溪湖保
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贺文说，

“一方面，是《大地颂歌》创作有高度，制
作精良，早已让观众充满期待；另一方
面，政府倡导文艺惠民，这部全明星阵
容剧目票价最低仅180元，吸引更多普
通观众走进剧场。”

湖南日报 9 月 21 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葛倩）今天，湖南省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四严四基”三年行
动计划制度创新试点工作经验交流
会召开。随着制度创新试点不断推
进，我省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进
一步全面建立和完善。

2019 年，省生态环境厅制定了
“四严四基”三年行动计划（2019-
2021年），提出“严督察、严执法、严审
批、严监控”和“构建基本格局、夯实
基础工作、强化基础数据、提高基本
能力”，力争通过三年努力，推动全省
生态环保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转型，
推进形成齐抓共管的大生态环保格
局，努力实现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根本
好转。

今年省生态环境厅选择了10家
市、县生态环境单位开展“四严四
基”制度创新试点，形成了一批好的
经验和做法。湘潭市制定出台了“巡

查、警示、督办、约谈、调查、问责、考
核”七项制度，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
行机制，通过市生环委和生环办的
强力调度推动，突破了环境空气质
量长期垫底、国省水质考核断面不
能稳定达标和生态环保督察被动等
不利局面，生态环境质量全面向好。

据悉，“四严四基”三年行动计
划中，2019 年部署 64 项任务，已完
成 60 项，持续推进 4 项；2020 年度
部署 51 项任务，完成 13 项，其余各
项任务有力推进。其中，《湖南省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系列制
度、“三线一单”实施指导意见出台，
生态环境保护垂直管理改革、全省
排污许可证核发等任务已提前完
成。组织开展省级督察“回头看”、制
定执法权责清单、制定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清单、编制“十四五”规划、构
建土壤监测网络等任务，正在有序
推进。

我省生态环境
保护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生态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全省排污许可证
核发等任务提前完成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金慧
通讯员 王鹏）今天，全省园区产业
高质量发展经验交流现场会议（长
株潭地区）在望城经开区举行，会上
为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浏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等 25 个园区颁发 2019 年度湖
南省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证书。

园区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载
体，据了解，目前全省的规模工业70%
以上集中在园区。湖南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首次举办全省
园区交流评选活动，旨在通过政府引
导，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促进园区高
质量发展，在全省形成示范作用。

“园区发展应该走市场化路径，
尤其是招商过程中，要重点围绕产

业链打造。”金荣集团李文金董事长
会上开展了题为《推动园区市场化
改革，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讲
座，提倡按照政企合作、民企共进的
模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通过市
场化运作，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会上，望城经开区、浏阳经开
区、株洲高新区、醴陵经开区、湘潭
经开区做了现场经验介绍。望城经
开区党工委书记周剀表示，历经 20
年建设发展，目前园区已形成有色
金属精深加工、食品医药、电子信
息、现代商贸物流四大主导产业。今
年1-8月，园区规模工业产值同比增
长8.6%，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6.7%，
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2.8%，保持了良
好的发展势头。

2019年度湖南省园区产业
高质量发展奖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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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支持

一条心，加油干，乐享太平

唐爱平 杨玉菡

农村工作怎么做？脱贫攻坚怎么开
展？驻村之初，这两个问题，常常让甘亮
睡不安稳。

太平桥村 3 年多的工作实践，让他
有了结论：只有党委政府和贫困群众共
同发力，才能脱真贫、真脱贫；只有干群
一条心，乡村才能振兴。

“邓叔张姨一家，高叔一家，让我很感
动。”说起在太平桥村扶贫的日子，甘亮总
是提起邓洪飞、张翠兰、高建华。

3年里做过两次肿瘤切除手术的张

翠兰，瘦小柔弱，却又勇敢坚强。丈夫邓
洪飞在田间辛勤劳作，她则操持家务。为
了送患自闭症的儿子去县城特殊学校上
课，她每天 6 时起床，往返 4 趟，风雨无
阻。“政策这么好，我们也得加油干。”这
句话，张翠兰反复说。

遭遇车祸的高建华，手术后身体里留
下5块钢板；然而，62岁的他并没有“退休”，
也没有因市场行情下滑“歇工”。“如果不坚
持做，以后根本摸不到门路了。”言语中，有
一股子不服输的劲。

政府用力拉，自己加油干；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幸福就会来敲门。

心往一处想 幸福来敲门■记者手记

红豆杉，黄豆酱，靠山吃山

1小时售罄！
《大地颂歌》门票销售火爆

宛俊余 聂沛

或云，或雨，或阴，或晴。
不期而遇的季风交替，潭

湖村人总有自己的行走步伐，
离大山最近的劳动者们，深谙
与自然相处的伦理哲学。

阳光照耀，栽树饲禽；氤氲
过境，修缮缝补。每一双与大山
对话的双手，都在某个瞬间，改
造着一个山村的模样。

曾经深植在村民脑海中的
贫困境遇，或许不能抹去，但对
未来美好的预见，他们早已目
光笃定。

山外来客总感叹于山乡巨
变，背后的故事，看不尽，道不
完。不如食一颗红豆杉果，尝一
勺黄豆浓酱，关于潭湖村的奋
斗剧情，这里就是开头。

兵岭山给了每一位村民脱
贫致富的剧本，不用复杂道具，
只需踩准大山的节奏，轻装上
阵。勤劳，就能得到馈赠。

山脚下，泥泞的土路正在
硬化，来年开春，就能跑上运输
山货的卡车；山腰上，造型独特
的民宿正在装潢，荷花盛开，游
客们会纷至沓来。

潭湖村的致富路上，还会
演绎出多少甜蜜剧情？村民们
自己也不知道。

但，美好的结局，已无悬念。

不负大山的馈赠
■记者手记

9月20日，南县三仙湖镇太平桥村，村容整洁，设施完善，3000余亩稻虾田喜迎丰收。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9月18日，耒阳市长坪乡潭湖村，48岁的吴爱民在为红豆杉苗除草。吴爱民务工一
天可收入160元。 宛俊余 摄

“黄桃第一村”里，
“两荤四素”的平常日子一线在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刘刚贵 陈渊）“安化黑茶在
脱贫攻坚中唱起了主角”“安化黑茶
棒棒的”……9月21日，湖南省第九
届网络文化节之2020“决战决胜 全
面小康·精准脱贫在三湘”全国媒体
湖南行活动第一站走进安化，全国主
流媒体记者、网络名人组成的媒体团
走进茶园、生产车间，采访贫困户，纷
纷对安化黑茶产业扶贫点赞。

依托资源禀赋，安化连续 11 年
入选中国茶业百强县10强，2019年
在中国茶业百强县排名第一。全县
15 万贫困人口中，依靠黑茶产业脱
贫的达9.6万人。

“目前，我公司对口帮扶的 6 个
村 621 户 2217 人已全部脱贫。我们
充分借助安化黑茶品牌效应，建设
茶园基地，带动村里产业发展。”安
化云台山八角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龚意成介绍。
八角茶业所在的马路镇在安化

县率先实施产业扶贫整镇推进，在
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贫困户之间建立利益联
结机制，形成产业帮扶全覆盖。贵州
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余欢说：“我第
一次来到安化，从所见所闻中感受
到，安化黑茶给当地带来产业红利，
贫困户从中真正受益。”

走进安化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媒体团和安化县委副书记、县长
肖义“巧遇”，肖义正在这里的直播间
直播带货。疫情发生后，安化通过“网
上开园节”支持茶企线上突围，又以
直播带货扩大黑茶销量，效果明显。

@大强是一名有百万粉丝的网
络大V，他对安化黑茶大数据中心印
象深刻，发朋友圈说，没想到安化人
居然把喝茶搞得这么“智能”。

安化黑茶成脱贫攻坚主角

湖南日报 9月 21 日讯 （记者
胡宇芬） 今天，第三届创新湖南高
峰论坛在浏阳举行。论坛以“科技创
新助推全面小康与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汇聚了科技创新管理、科技创
新研究和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等近
300 位代表，共论创新之道，探讨转
型之策，为建设创新型省份提供智
力支撑。此次论坛由湖南省科技厅、
湖南省工信厅、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共同主办，是今年湖南科技活动周
重大活动之一。

论坛上，被称为“中国人工智能
教育第一人”的中南大学教授蔡自
兴、中国工程院院士印遇龙、中国工
程院院士桂卫华等14位专家、学者、
企业家先后作了主题演讲。

蔡自兴提出了人工智能新基建

的观点。他说，人工智能新基建提速
为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带来重大机
遇，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型基础
设施，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印遇龙以“种
养结合在畜禽养殖污染防控中的作
用”为题，剖析了种养脱节是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低的症结所
在，提出大力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
业，推动养殖业转型升级。桂卫华在

“工业互联网的内涵与思考”演讲
中，回顾了世界工业信息化和智能
化发展经历的重要阶段，呼吁加强
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抢占
下一轮工业革命制高点。

论坛期间，主办方还将组织代
表们走进浏阳经开区（高新区），开
展参观、调研等系列活动。

第三届创新湖南高峰论坛
在浏阳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