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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田育才

花园村在贺龙元帅故里桑植县洪家
关白族乡的山顶上。

从洪家关白族乡集镇旁的一条平整
宽阔的乡村公路盘山而上，一路云雾,大
小斜坡上，“悬挂”着几乎平行的20多截
路面，形成许多道锐角急弯。车上花园
村，短短5公里，走得惊心动魄。

车至山顶，豁然开朗。10 个村民小
组分别居住在3座呈“山”字形分布的山
脉之上，平均海拔700米。伸手触云，烂
漫乡间，一步一景，心旷神怡。

“花园村的大米香糯，西红柿沙甜。
近些年，村里的小伙子带回来了外地姑
娘。”驻村干部笑呵呵地介绍。10 月 12
日下午，在花园村兴元组，张月银大嫂
不停地挥耥板，翻晒稻谷。“月银大嫂
的米，很受顾客青睐。”驻村干部介绍
道。“月银嫂子香米”，每公斤起售 10
元，最高达 28 元。有人买它煮饭，尝后
点赞：“好吃，淡淡地清香。”有人买它
蒸酒，抒怀助兴：“好喝，醇厚不上头。”
月银嫂子种田，秉承环保理念，鸡、鸭、
马粪发酵施肥，稻草还田化腐朽为神
奇，以生态肥为主，保持好土壤，为子
孙后代留一片好田土。

花园村山势高大，森林植被茂盛，有
较丰富的源头活水，水稻和稻花鱼“喝”
甘甜的泉水。“‘泰优 390’品种，适合种
在海拔较高的环境。花园村夏秋昼夜温
差较大，地表水促进水稻生长。”驻村干
部介绍。

在桑植县共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碾米加工厂，记者看到今年秋收的稻谷
去壳后，米粒细长洁白。月银嫂子说：“一
年只种一季，插秧有讲究，必须东西向，
保阳光充足。”花园农田的土壤富含硒，
产出的稻米品质上乘，据说在很久以前
还是贡米。

前些年，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
工。花园村种田的越来越少，即使种田，
也只能填饱肚子。近几年，精准扶贫的政
策,使种田的人多了，还赚了钱。月银大
嫂种田，丈夫赶马做零工，夫妻俩齐心建
起了近300平方米的新房，庭院种上了
花草和盆景，别有一番风味。

花园村山多田少，能耕种的农田
400亩，2017年，张家界市委办公室、市
档案馆驻村帮扶工作队驻村帮扶后，变
化很大。变化一：基础设施大变样，公路
通了，饮用水流进每家；变化二：土地农

田尽其用，大家发展产业，勤劳致富奔小
康；变化三：山外的人回来了，建新房子，
重塑美丽新家园。

思路通，聚集财富。花园村种优质水
稻、有机西红柿等，现在每亩稻田比原来
增收 1200 元。西红柿每亩平均收入达
5000元以上。全村农户通过发展产业每
年直接增收300万元以上。

年近古稀的顾吉祥，本可随儿子在
城里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但他偏偏
和老伴跑回村里种西红柿和水稻，儿子
和儿媳妇表示不理解。“我们一辈子与土
地打交道，就像鱼和水，鱼没有水，活不
成；农民没有了土地，心里慌得很。”老顾
道出回山里的原委。

“用8分田种一季西红柿，有1万多
元收入。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护了土地。”
满面春风的老顾，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
牙齿。老顾种的西红柿，呈大红色，汁水
多，尤其是熟透的西红柿带有沙甜味，在
桑植声名远播，每公斤零售10元。

老顾种西红柿有学问。每株行距宽
38厘米，底肥有讲究，使用牛粪、菜籽枯
饼等有机肥，这适合西红柿生长。不喷晒
农药、不打催熟剂，不过早采摘。这是老
顾赢得市场的法宝。

在花园村村部正前方，约 60 米处，
有两株树，一株是樟树,另一株是椿树，
树旁有一个工棚，飘出袅袅青烟。走近一
探究竟，一位约摸耳顺之年的男子,叫黄
道明，正生火烧水洗碗。“现在路通了，出
山和进山都方便了，所以，回老家建栋房

子住。”黄道明说,“年轻时候，只想着通
过招工走出山门。我从桑植县氮肥厂退
休，想回到花园村。但几年前路未通，想
进山里不方便。”黄道明告诉记者，“每天
负责给工人做饭，督促施工进度，争取今
年在乡下新房子过年。”

■记者手记

敬畏土地，留亩“心田”
杨元崇

精准扶贫，为花园村打开了山门。
山门开，山里的人可以更好出去，山

外的人可以更好进来。山门开，财富如芝
麻开花节节高。

驻村扶贫工作队因地制宜，重点发
展优质稻、蔬菜、优质水果、传统养殖业，
老百姓脱贫致富、村集体经济增收,实现
一举两得。

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种出了
优质稻、种出了沙甜的西红柿，值得大力
推广。优质的土地、洁净的水源是我们和
子孙后代赖以生存之所需，必须敬畏土
地、敬畏水源。保护它们，从农业生产做
起，要为子孙后代留一片好土地，让乡村
成为子孙们今后颐养天年的家园。

花园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村民黄道明回到农村在自家老
屋的地基上盖起了新楼。有空，大家可以
去看一看花园。

湖南日报记者 胡盼盼 刘勇

今年 73 岁的王永军、杨久菊夫妇，
每天在固定时间吃中饭，还只是最近五
六年的事。

10 月 14 日 11 时许，凤凰县新场镇
大坡村，王永军打开厨房的水龙头，淘
米、冲洗辣椒、解冻猪肉，为中午的伙食
忙碌起来。

12时刚过，在村部搞卫生的妻子杨
久菊和在田里剪葡萄的儿子王云生，几
乎同时赶到家。灶台上，一碗辣椒炒肉，
一碗水煮南瓜，热气腾腾，3人围坐着大
快朵颐。杨久菊边吃边介绍家庭情况：

“儿媳妇在浙江鞋厂打工，孙子在邻村读
幼儿园大班。”

这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村
党支部书记杨清华看来，大坡村这样的
生活，却是千百年来的“新鲜事”。

“按我们祖祖辈辈的习惯，湘西地区
农民一般每天只吃两顿饭，上午10时钟
左右吃一顿，下午5时左右吃一顿，中午
不吃。”

杨清华认为，养成这个习惯的原因，
最初是因为太穷，要省着吃。后来吃饭不
成问题，但老年人一般闲坐在家，“中午
觉得不饿”；没有外出务工的青壮劳力，
在田间地头不紧不慢地干活，有的中午
偶尔回家吃碗面完事，有的中午“从来没
动过筷子”。

大坡村田土不少，但缺灌溉用水。村
民长期靠种水稻、烟叶维持生计。一遇干
旱年份，村里的水稻便减产甚至绝收。烟
叶种植更是耗水耗肥，一丘田种两三年
就得“轮休”。杨清华说：“大家干活不紧
不慢，并不是不勤快，而是地里实在产不
出几个钱，所以劲头不足，也就懒得回去
吃中饭啰。”

“我家天天吃中饭，是从2015年开始
的。”王永军记得很清楚，那一年他家新种
的8亩高山野生刺葡萄全部挂果，大部分
卖到30公里外的凤凰县城，平均每亩纯
收益超过7000元，从此摘掉贫困帽。每天
固定时间吃中饭，也变得“自然而然”。

王云生说，种葡萄能挣钱，在田里干
活也就特别卖力，没到中午就饿了，所以
天天要吃中饭。“再一个，我们经常要送
葡萄到凤凰县城去，一天三餐的时间安
排也得套着城里的习惯来，是不？”

这种高山野生刺葡萄，大坡村村民
历来只在房前屋后栽一两蔸，从来没有
在田里种过。但如今，全村三分之二的田
土变成了葡萄园，总面积达1028亩，年
产值超过千万元。

把不起眼的野果树变成脱贫致富的
“摇钱树”，杨清华当记头功。

2011 年，他作为能人返乡，当选大
坡村党支部书记。见过世面、善于思考的
他，当年联合村支两委成员，一起在田里
试种了20亩高山野生刺葡萄，想看看两
年后挂果时收入会不会有所改观。

没想到，2013 年全省大旱，大坡村
多数农作物绝收，唯独那20亩葡萄长得
很好。“这种葡萄天性耐旱，所以第一年
挂果产量就很高，味道也很好，卖了个好
价钱，每亩毛收入差不多 1.2 万元。”杨
清华说，在缺水的大坡村种植这种葡萄，
是再合适不过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让王永军
夫妇毫不犹豫跟着走，当年就把家里的
8 亩田土全部改种葡萄。也就在那一两
年内，全村的葡萄园面积迅速扩张开来。
2016 年，大坡村实现整村脱贫摘帽。村
民人均年收入从 2013 年的不足 3000
元，增至2019年的1.3万余元。

尝到“吃葡萄饭”甜头的王家，打理
的葡萄品质如今在全村数一数二。吃完

中饭，王云生开着三轮摩托车，往游人如
织的凤凰县城送葡萄去了。

■记者手记

道是寻常事
胡盼盼 刘勇

凤凰县大坡村，山大坡多。驱车进
村，一路颠簸。深秋落叶缤纷，紫红色的
茅草迎风致意，那是山区里不曾枯竭的
力量。

人们憧憬湘西边城的恬静生活，却
难以想象大山深处的贫苦日子。我们习
以为常的“一日三餐”，在大坡村才是近
几年兴起的生活方式。

山高路远，地贫水乏，受地理和气候
条件限制，大坡村人在这块土地上勤勤
恳恳，日子却看不到盼头，也保留下来了
一天只吃两顿饭的习惯。

曾饱受干旱之困，大坡村把高山野
生刺葡萄种到田里，村民们吃上“葡萄
饭”，日子才过得有声有色，形成了吃中
饭的新习惯。这种改变，道是寻常，却极
不寻常。

愿他们新的生活，如你我一样寻常，
如葡萄一般甜美。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颜如

略带霉渍的行军袜、斑斑锈迹的
军功章、枯黄老旧的军功证书……这
些“上了年纪”的物件，是湘潭市雨湖
区姜畲镇居民张绍仁珍藏的“宝贝”。

10 月 3 日，张绍仁向记者讲述着
这一枚枚军功章的来历。在部队服役
期间，张绍仁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
两次、三等功一次，还荣获参加各种战
役时所颁发的纪念勋章。这一枚枚军
功章和勋章，承载了这位91岁老人历
经多次战争洗礼的荣耀，淮海战役、渡
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都留下了他的
战斗足迹。

1950 年 11 月，年仅 21 岁的张绍
仁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六军从辽
宁丹东出发，奔赴抗美援朝战场。此
时，朝鲜已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张绍仁
与战友们每天都在零下 30 摄氏度的
雪地中行军十几公里。

“当时的条件相当艰苦，美军运送
兵力用的是军用卡车，开的是坦克，而
我们只能靠两条腿。”张绍仁回忆，前
往预定地点的路山多雪厚，还要时刻
提防美军飞机的巡逻轰炸。

一天夜里，张绍仁和战友们在一
处山腰上发现一户朝鲜农家。见是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户主赶紧将他们
迎进门。看见张绍仁冻得直哆嗦，户主
将一床厚被子让给他捂脚。那一晚，战
士们围躺在屋里的土炕边，伴随着噼

里啪啦的柴火声入眠。
第二天一早醒来，张绍仁发现自

己的双脚肿胀发麻，脱掉袜子发现10
个脚指甲全部脱落。为了不影响赶路，
张绍仁与战友换了双大点的靴子，忍
着剧痛继续上路。

经过 10 来天的长途跋涉，他们
终于抵达了前方基地武圣山。根据上
级安排，张绍仁被分配在后勤筹粮
队。

“武圣山方圆 10 余公里，人烟荒
芜，物资运输的设备在美方空军的
打击下损失严重，多数物资只能进
行人工搬运。”张绍仁说，为了保障
粮食和蔬菜的供应，他和战友不得
不翻山越岭寻找市集和农户，通常
每个人都要扛着 40 多公斤的物资，
来回运送时间最长要 4 天 4 夜。为了
提防美方空中打击，他们只能在深
夜行动。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张绍仁在
执行筹粮任务的回程中被美军飞机发
现，飞机的轰鸣声、密集的枪弹声在他
的头顶上响起。

“快！寻找掩护物躲起来。”一声令
下，张绍仁与战友们抱着一筐筐蔬菜
和炒米粉冲进一片丛林四散开来。

为了躲避飞机的炮弹，张绍仁在
密林深处发现了一块巨石，他迅速将
地上的树枝和树叶盖在身上，蜷缩在
巨石的背面。那一晚，张绍仁抱着一袋
炒米粉彻夜未眠。

“当时的枪弹如下雨一般向地上
砸来，差点丢了命。”张绍仁激动地说，
爆炸的弹坑大约有 2 米深，4 米宽，离
自己躲藏的巨石只有5米远。像这样惊
心动魄的场面，他已经记不清楚经历
了多少次。

1952 年，上级安排张绍仁从前线
归国，可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排长、
连长、指导员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朝
鲜。

1956 年，张绍仁退役后被分配在
林业系统工作。其间，被分派到浏阳大
围山推广双季稻种植。

“当地因环境气候等原因，水稻种
植不尽如人意，村民对双季稻种植毫
无兴趣。”凭着在军队中锻炼出的一股
韧劲，张绍仁在当地开辟5亩试验田，
从插秧、施肥到管理，深入田间地头亲
力亲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试验田
第一年的亩产就增加了50公斤，固守
旧观念的村民彻底服了。从此,当地双
季稻的推广，在张绍仁的努力下全面
推开。

1987 年,张绍仁退休后回到老家
湘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时刻谨记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国家和社会多
做贡献。”谈到现在的生活，张绍仁说,

“我有幸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为自己生活在这个伟
大的时代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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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支持

10月13日，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花园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贫困户陈银芝在
家门口的广场上晾晒稻谷。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10月13日，凤凰县新场镇大坡村，杨胜跑、金训华夫妇在自家葡萄棚里采摘葡萄。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吴东林 摄影报道

“花园”美 大米香

种葡萄“吃中饭”

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铁血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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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英雄闲日月
深藏功与名

——记抗美援朝老兵张绍仁

湖南日报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罗明媚 蒙源

失散近7个月后，10月2日，在会
同县公安局院内，赵某与17岁的女儿
小芳（化名）紧紧相拥，失声痛哭。

这一幕，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若
不是会同警方雷霆出击，这位花季少
女也许凋谢在异国他乡。

历经60多天的奋战，在云南省及
老挝警方的鼎力协助下，会同警方成
功跨国解救被拐的小芳。这也是怀化
市今年首起国际警务合作的成功案
例。

母亲哭泣求助

7月17日上午10时许，一位中年
妇女来到会同县公安局防控中心，一
进门便扑通跪倒在地，泣不成声。

这一幕让民警大吃一惊。原来，中
年妇女赵某，是一位单亲母亲，17岁的
女儿小芳正处在青春期，平时母女关
系紧张。今年3月，小芳离家出走，杳无
音讯，赵某终日惊惶。

直到4月份，赵某接到一陌生男子
要加微信好友的请求，该男子向赵某
发来几段与小芳的QQ聊天记录。小芳
称自己被控制，手机被砸坏，并遭到殴
打，请求立即报警。

赵某瞬间觉得天崩地裂，立即通
过微信与小芳联系。小芳只发来一个

微信定位，显示似乎为千里之外的云
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某酒
店。

后来，赵某反复向女儿询问情况，
可小芳的回复只言片语、含含糊糊，疑
似被人控制。赵某的心都碎了，这才跑
到会同县公安局报警。

解救一波三折

接到报警后，会同县公安局立即
对小芳被拐一案立案侦查，并向怀化
市公安局汇报。会同县公安局局长朱
达生批示：侦办此案，不计成本，全力
营救。

7 月 28 日，办案民警前往云南勐
腊县循线追击。在湖南省公安厅、怀化
市公安局的协调和云南当地警方的配
合下，办案民警确定小芳已离境到了
老挝国。

当时，受疫情影响，边境已经封
关，解救工作陷入僵局。

案情很快上报到公安部。公安部
高度重视，积极协调中老打拐联络官
办公室。老挝警方查实：小芳曾入住该
国某酒店，但早已离开，去向不明。

经多方协调查找，办案民警发现
小芳出现在老挝金三角特区。公安部
指令湖南、云南两省公安机关密切协
作，务必在一个月内将小芳解救回国。

云南省公安厅国际警务合作局立
即启动边界协作工作机制，协调老挝

警方全力解救。9月16日，勐腊警方传
来好消息：小芳被成功解救，由老挝警
方遣送回国，正在勐腊县尚勇镇接受
14天的医学隔离观察。

往事不堪回首

10 月 1 日，小芳顺利踏上回家的
归程。

原来，3月13日，小芳经朋友小霖
（化名）蛊惑，说在境外一个月能赚几
万元。为减轻母亲的负担，小芳草率答
应了小霖的邀请。

在云南下飞机后……几经辗转，
小芳被带到老挝某酒店，实际上是一
电信网络诈骗公司的据点。小芳与小
霖被分到同一个电诈小组，个人的手
机和身份证都被没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稍有
不服，小芳就会遭到毒打或者被关进
小黑屋。直到有一天，小芳找到机会，
用酒店内的电脑登录QQ，向朋友发出
求救信息。

后来，小芳所在的电诈小组因业
绩不好被解散。身无分文的小芳在异
域颠沛流离。不得已，小芳只得跟另一
个电诈小组的成员来到老挝金三角特
区，被迫加入另一家电诈公司。

噩梦过去，小芳终于回到母亲的
怀抱。办案民警嘱咐小芳以后要听妈
妈的话，小姑娘擦干泪水，不断地点
头。

怀化今年首起国际警务合作成功案例——

跨国解救被拐少女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黄
利飞）A股2020三季报披露已拉开序
幕，湖南上市公司尔康制药10月13日
晚发布了湘股首份三季报。公司1至9
月 实 现 营 收 17.81 亿 元 ，同 比 降 低
8.62%；实现净利润 1.81 亿元，同比增
长 9.89%，这一净利润超过了 2019 年
全年净利润1.62亿元的水平。

推进原料药产业链延伸布局、扩
展产品销售渠道等，成为尔康制药前
三季度业绩驱动重要因素。

尔康制药位于柬埔寨的凤凰实业

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生产项目，2018
年下半年启动，目前已建设完成并投
料试运行，该项目顺利实施将进一步
降低原料药成本，保障原料的持续、稳
定供应。

今年以来，尔康制药新增了15个
原料药品种，着重开发具有市场战略
意义的原料药产品，尤其重点布局抗
流行病相关品种，打造“大宗+特色”的
产品结构；公司还通过收购、资源整合
等方式，新增了 20 个中成药批文，包
括十味手参散、八味沉香丸、甘露酥油

丸等。
9月底，尔康制药子公司与广州轻

工集团旗下广州化工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有望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
渗透力。

尔康制药表示，新冠疫情之下，医
药行业格局发生变化，具有更多原辅
料品种及技术储备的企业，将获得更
多发展机遇。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近40家
上市湘企发布了今年前三季度业绩预
告，净利润预喜公司数量有近30家。

湘股2020首份三季报业绩亮眼
尔康制药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1.81亿元，超去年全年水平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李
传新 通讯员 杨晓芳）我省首届疑难
危重症病例查房竞赛开幕式今天上午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举行。本次竞赛
从10月15日持续至10月24日，全省
28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代表同台“比
武”。

本次竞赛随机抽取心内科、神经
内科、普外科和骨科疑难危重症病例
进行考核，共有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南大学湘
雅三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南华大学
附属南华医院、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等全省28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队伍
参赛。比赛邀请临床专家，及医务管
理、药学、护理等相关学科专家对选手
进行打分，根据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三
级查房、疑难危重症病例讨论查房的
标准进行评定。每日安排三场竞赛，单
场比赛共90分钟，分为床前查房和病
例讨论两部分。竞赛现场进行网络同
步直播。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人表示，本
次活动旨在以疑难危重症病例查房
竞赛为切入点，以此提升湖南省临
床医务人员查房质量与水平，提升

医院疑难危重症病例救治能力，推
动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的落实，
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希望通
过本次竞赛活动，能使医疗工作真
正回归到临床，回归到病房，进一步
提升老百姓看病就医的获得感。今
后将加大对医疗质量尤其是各项医
疗规章制度落实的督查、考核、评
估，使类似于此种竞赛、巡查、考核、
评比、评价等方式成为常态，真正解
决老百姓看病就医过程中的难点、
堵点，全面提升湖南省的医疗能力
和服务水平。

我省举办首届疑难危重症病例查房竞赛
28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代表同台“比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