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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封锐 邹晨莹

10 月 18 日，驱车 5 小时，记者到达
保靖县迁陵镇陇木峒村。

村如其名。除了房屋和道路，村里目
光所及都是树，森林覆盖率超过80%。房
前屋后，每家的树不尽相同。72 岁的村
民彭廷玉说，树就是陇木峒的一分子。

20多年前，村里人迫不得已砍掉身
边的树，理由只有一个：日子穷得过不下
去了，只能砍树烧炭卖点钱。

2003年，一个常年在外跑运输的年
轻人回到陇木峒，目睹成片的树倒下，他
心里着急。这个年轻人就是现在的村支
书彭运江，他明白“光让大家不砍树不
行，钱包鼓起来，才会断了砍树烧炭的念
头”，立志一定要带着村民富起来。

彭运江在自家抛荒地里试着种了猕
猴桃。“怕大家不信我，我自己种，亏了就
亏了。”彭运江说，3年后试验成功，他组
建了索源果业技术协会，带着大家一起
搞产业。产业发展起来后，村里 20 多个
炭窑陆续关停。

陇木峒的产业就这么起步了。后来
10余年里，他们建立过野生水果驯化利
用实验基地，也种过蔷薇莓、酥脆枣，养
过黑猪，开过农家乐，搞过采摘园……不
管发展什么，都坚持封山育林不动树。

彭运江说，把“树”拆开来看，一个
“木”，一个“对”，意思就是，有树才是对
的。陇木峒人用最朴素的语言解释一个
汉字，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这样的大道
理，化作了自觉的行动。

单打独斗难成功。2013 年起，村干
部召集村民，带着全村人发展集体经济。
陇木峒索源果业技术协会升级为索源果
业专业合作社，全体村民可用土地、资
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入股，参与年底分

红。村民彭秀娥从浙江打工回来，将家里
9 亩地流转给了合作社，自己到合作社
从事猕猴桃管理工作，月收入超过3000
元。

办成一件事，谈何容易？彭运江回
忆，最困难的一段时期是猕猴桃刚种下
的时候。从 2013 到 2015 年，没多大效
益，发不出工资，甚至托人担保贷款买肥
料。“好在，村里没有一个人放弃。”彭运
江说。

探索，天然伴随着风险。听说很多地
方在种猕猴桃，面对同质化难题，彭运江
也从“树”中得到启示：主干要挺拔，根系
得健壮。

陇木峒人把目光投向了乡村旅游。
没有景区，就“种”景区：2017 年，建设
300亩花海；2018年，开设滑草场；2019

年，悬崖秋千、碰碰球场等游
乐设施建起来了。

花没开，村民就一桶桶担水浇个遍；
上项目，村民就一担担挑土铺满山。

十年树木。小山村终于告别寂静，好
客的村民们迎来一拨又一拨游客。那边，
悬崖秋千上的快乐叫喊在山谷间呼啸而
过；这边，土家族欢快的特色表演好戏开
锣。猕猴桃种植和旅游结合，带来了新的
增收门路，游客临走前还会买上一箱猕
猴桃。

记者没能见到这样的盛景。采访时，
旅游旺季已过，小道上遍布的野生栗子
壳，依稀可见游客捡拾板栗的身影。村主
任彭运忠说，受疫情影响，今年旅游收入
不到去年七分之一。

驻村第一书记姚勇说，村里召开大
会，大伙都提了不少建议。目前正在考虑
上猕猴桃果酒项目，另外还和一家专业
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准备开发研学旅
行、亲子活动、拓展活动等。

又经风雨。离开陇木峒前，遇到村民
彭景莲正修缮猪圈。记者问，收入减少怎
么办？她笑笑说：“还是要把猪喂起来，还
是要帮着撑着合作社，还是要对村干部
有信心。”

根不断，树就不会死；树在，希望就
在。

■记者手记

没有名人，只有人民
邹晨莹 封锐

没有奇山、没有异水，陇木峒凭什么
发展乡村旅游？

“靠名人呗！”驻村第一书记姚勇的玩
笑话，引起了记者注意。村支书彭运江就
是当地妇孺皆赞的“名人”，说起村里的发
展变化，众人言必提“多亏了彭支书”。

采访时，我们并没有碰到这位“名
人”。彭运江正在长沙准备一场演讲。他
数夜未眠，几易其稿，为的不是表现自
己，而是怎么更好地推介陇木峒。

跟彭运江电话联系中，记者听到了
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当年建设生态园，路修好了，地也平
了，种子播下去却迟迟不出苗。彭运江说，
用不着发动，村民们吃完晚饭就跑去给花
浇水，每天忙到深夜，持续一个多月。

前年景区项目火爆，接待能力完全
跟不上。彭运江说，多亏村里老人热情带
路、妇女主动担任大厨，年轻人也回来帮
忙维持秩序。

今年受疫情、雨情影响，旅游收入断
崖式下滑。彭运江说，村里每个人都是规
划师，拿出了自己的建议。“哪有什么名
人，靠的都是人民。”他说。

农村发展，不一定要走得太急；乡村
振兴，也可能遇到波折。但人民群众这个
最大的变量被激活后，就没有什么奇迹
不能创造出来。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华声在线记者 冯宇轩 通讯员 易果

酉水清清，翠竹亭亭，水边的保靖县
比耳镇比耳村，漫山遍野脐橙树，橘若繁
星缀满枝。比耳村的一天，弥漫着橘香与
竹香；村民的生活，也围绕着橘与竹展开。

10 月 17 日清早，55 岁的村民姚绍
清坐在堂屋编竹筐。“一个竹筐可以装四
五十斤脐橙。”姚绍清说，半个多月来，他
已编好120多个竹筐。

距离脐橙采摘期还有一个月光景。
等待的日子里，每个竹筐都承载着丰收
的期盼。

不远处村民米家值家，炖锅里牛肉
热气腾腾。“下酒的。”70 岁的米家值指
着炉灶旁的几壶酒笑着说，“今年‘晒花’
晒得好，挂果比去年多。”米家约有1000
棵脐橙树，今年可产果2万多公斤。

姚绍清、米家值是建档立卡贫困村
民，都已脱贫。

临近午时，比耳村本顺竹艺合作社
里，大家依然埋头忙着手上的活。“酉水
篾匠出比耳”。竹片在比耳人手中，有的
做成装脐橙的竹筐，有的变为精巧无比
的竹编工艺品。

“今天要发重庆、长沙，客户催得
紧。”村民姚元飞在做一种叫“茶则”的茶
具，半个手掌大小，一个卖30元。

姚元飞的父亲是省级非遗项目“湘
西竹编”传承人姚本顺。8年前，姚元飞回
乡跟父亲学竹编，2014年办起了合作社。

2016年，合作社头一次参加中国国
际旅游商品博览会，不仅喜获铜奖，还收
获上万元订单。去年，合作社收入近100
万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耳竹编最辉
煌时，全村800多名篾匠靠手艺赚钱。随
着塑料制品盛行，竹编逐渐无人问津。

“搞旅游商品，竹编又有市场了。”合
作社社员姜盛贤70岁了，做起竹编依然

眼明手快。农忙时种脐橙，农闲时做竹
编，去年他家脱了贫。

午后，竹艺合作社的产品打好包，送
到村里电商服务点。

33 岁的贾艾是村里最年轻的村干
部，也是电商服务点负责人。他说，2014
年回家休养时，动过搞电商的心思，但村
里村外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沿酉水河修建的生态公路——迁清
公路通车后，比耳村的脐橙不用再绕路
运输，年轻人“回家”也变得便捷。

2016年，贾艾回到家乡。“村里工资
虽然不多，但加上家里二三十亩脐橙，还
有这个服务点，去年一个月收入也有万
把块。”他说。

傍晚时分，宋艳敏来到电商服务点
取包裹。网上下单的3盆富贵竹，10月13
日从广东湛江发货，17日就到了她手中。
生机盎然的绿植，被宋艳敏放在柜式空

调上，装点着她家新建的酉水橙乡酒店。
“怎么过来的？游过来的。”从隔河相

望的龙山县比耳村嫁到保靖县比耳村的
宋艳敏，开起了玩笑。

玩笑归玩笑，宋艳敏却有点发愁：
“借了那么多钱，不知道三四年还得清
不？”

去年 9 月开业的酉水橙乡酒店，是
村里第一家宾馆。4 层楼高，一楼是饭
店，上面装修了8间客房。

“两年就要还清！”丈夫姚元炳从厨房
出来接过话头，“你看嘛，今年宾馆这边搞
个七八万元，脐橙再卖个七八万元……”

家家户户吃“柑橘饭”，比耳村已成
“万亩柑橘基地”。

200多年前，比耳村就已种植柑橘。
本地柑橘被村民称为“籽籽柑”，籽多，味
不好。实施品改，种植脐橙。因为口感好，
比耳村的脐橙被外省经销商收走，打上

别的品牌标签销售。
“就叫‘酉酉橙’，做自己的品牌！”湘

潭大学艺术学院的团队帮助村里包装、
推介脐橙。

比耳村已整村脱贫，并被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评为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

“摘帽”又“戴帽”，比耳村快步走上
乡村振兴路。

■记者手记

心广天地宽
曹娴

比耳村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种椪
柑，在 2008 年冰灾后陆续实施品改、种
植脐橙，实现了从“籽籽柑”到“酉酉橙”
的蜕变。

丰收在望，村支书米剑平“居安思
危”。“产前，农药、化肥、技术服务一体化
管理；产后，加工、销售一条龙”“把成本
降下来，收益就上去了”……两天采访
中，米剑平不时与记者探讨柑橘产业发
展问题。

与村民拉家常，不少人心里也装着
“未来”的事。

村里一位八旬老人说，酉水两岸两
个比耳村之间需要一座桥，这样有利于
商贸流通、产业发展。

吃饭时，村干部石显佑看到某品牌
榨菜包装上的二维码，马上跟米剑平商
量，在“酉酉橙”上也贴一个二维码。

姚元飞下个月将去湘潭大学讲课，
他想请大学生们帮忙找答案：非遗传承
如何走好市场化之路？

72岁的村民姚茂华本已安享晚年，
去年当上县级非遗传承人，又重拾“旧
业”，培训村民表演船工号子。

“比耳潭，哎嗬！长又宽，哎嗬……”
吼喊之间齐着力，不惧水急浪又高。姚茂
华说，只要心里多想事、手上勤干事，摆
脱贫穷、奔向小康，天阔地广。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胡
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记者昨天从湖南省科技厅获悉，科技
部日前发布了 2020年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认定通知，我省浏阳国家
再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岳阳临
港国家先进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
化基地获批。至此，我省已有 21家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浏阳国家再制造高新技术产业
化基地位于浏阳高新区。园区有着良
好的再制造产业基础，经多年积累与

发展，初步形成了从逆向物流回收、
再制造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修复、实
验检测，到产品销售的再制造产业
链，2019 年全园实现再制造工业规
模产值50亿元，同比增长16.7%。

岳阳临港国家先进装备制造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坐落于岳阳临港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依托哈工大机器
人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运想重
工、远大住工、华为、新金宝等行业龙头
企业，形成了智能装备、节能环保装备、
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先进装备制造产
业集群，成为岳阳乃至湖南省重要的先
进装备制造产业发展集聚区。

湖南新增2家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总数达到21家

树在，希望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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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支持 橙甜，日子更甜

乡村医生的故事乡村医生的故事

湖南日报社主办 湖南省医院协会协办

10月17日，保靖县比耳镇比耳村，村民在脐橙园内为果树剪枝。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湖南日报记者 曾衡林

名片
李玉云，女，1977年 1月出生，湖

南衡山人，2004 年起，在衡山县新桥
镇查泉村从事乡村医生工作至今。
2020年 8月被评为湖南省“最美乡村
医生”。

故事
小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疾驰，两旁

的树木愈发呈显出了深秋的颜色。同
行的衡山县卫生健康局的同志告诉
记者，查泉村地处衡山县最西边、新
桥水库库尾，与双峰县、衡阳县交界，
条件艰苦，是一个省级贫困村。

车子在查泉村村部停了下来。村
部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旁边清末民
初风格的谢氏宗祠，由于年久失修，
早已破旧。

乡村医生李玉云就站在村部前
等着我们，这是一个朴实的中年妇
女，一身干净的白大褂，沉稳干练。

村卫生室在村部右侧，三间房60
平方米左右，一间治疗室，一间观察
室，一间药房，窗明几净，远不是记者
想象中的样子。李玉云告诉我们，以
前，村卫生室在谢氏宗祠里，2018 年
底才搬过来。

2004 年正月，27 岁的李玉云来
到新桥医院田垅诊所学徒，师从乡村
医生唐炳文。2005 年，唐炳文退休，
因地处偏远、条件艰苦，没人愿意接
手。李玉云义无反顾接了过来。2011
年，新桥医院田垅诊所改为查泉村卫
生室。

16 年来，李玉云走村串户，默默
奉献，及时解除患者病痛。

2006 年正月十二，天还没亮，就
听到有人一路奔跑一路尖叫“李医生，
快来啊！”她跑出门一问，是邻居怀孕
的弟媳倒胎，小孩生出来一半，肩部卡
住了。小孩双腿开始发紫，什么都来不
及准备，李玉云脑子里快速回忆着曾
从《妇产科》医书上学来的相关知识，
慢慢转动小孩，理出小孩的一个肩膀，
接着另一个肩膀也出来了。小孩顺利
产出，但脸色发紫，没有哭，明显缺氧，
李玉云又给小孩做了心肺复苏，直到
小孩哇的一声哭出来，她那颗高度紧
张的心才松弛下来。

后来每每看到那孩子甜甜的笑
脸，她就告诉自己，多学点知识，在这
封闭的山村里有时就能救人一命。

2008年 8月 2日，李玉云为一名
80多岁肺部感染的老人上门看病。正
看着，外面传来老人孙子的尖叫声，

“李医生快来。”老人的孙子带着哭声
说“我老婆生小孩了，生在厕所里。”
按预产期算，还要一个多月才生，现
在毫无征兆地早产了。她跑到厕所，
只看到产妇，没见小孩，产妇说小孩
掉粪池里了。李玉云毫不犹豫地跪下
去，徒手从粪池捞出小孩，迅速给小
孩清洗并包裹好，又帮着联系交通工
具和医院，让家属送产妇和小孩去医
院做检查。

村民们跟记者讲这个故事的时
候，还像当年一样激动。村民刘菊红
说，那个孩子从此就认了李医生做

“大妈”。
2011 年，李玉云意外怀上二胎，

她没有休一天假，每天腆着个大肚
子，风里雨里，该出诊的照常出诊。产
检也是一拖再拖，直到临产，她把 70
岁的师父请来代班，才去了县医院生
产。由于属高龄产妇，后期并发了妊
娠高血压，加上过度劳累，宝宝在肚
子里缺氧，医生直接安排剖腹产。可
惜的是经过抢救仍然没能挽回孩子
的生命。李玉云告诉记者，当时比自
己更伤心的是自己的儿子，由于父母
工作忙，几乎没有陪伴，他一直想要
个弟弟或妹妹。

今年初，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
国，一场抗疫大战也在查泉村打响。
经过排查，全村有 26 人需要进行医
学观察。他们分布在不同区域，每天
需要两次上门检测体温。李玉云穿着
厚重的防护服，穿梭在乡间小道，身
体吃不消还算小问题，心里负担沉重
才是最难的。一天，有个从湖北汉口
回来的姑娘体温37.5度，李玉云紧张
得汗毛都竖起来了，一边报告，一边
加强监测，24小时和姑娘家人保持联
系。直到第二天姑娘体温恢复正常，
李玉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16 年来，李玉云从泥巴路，走到
了水泥路，从幽暗简陋的卫生室，走
进了窗明几净的卫生室，这里面有一
份坚守，也有一份见证，坚守着乡村
医生的职责和救死扶伤的精神，也见
证着乡村医疗条件的逐渐改善。16年
前，从师父手中接过守护这一方乡亲
健康的神圣职责，今天，李玉云仍然
在努力工作着，默默前行着。

李玉云：

粪池里徒手救起早产儿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屈啸）我省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

“上云”“上平台”。据省工信厅调度，前3季
度，全省7.1万户中小企业“上云”，5481户
中小企业“上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提
前完成全年5000家中小企业“上平台”的
目标任务。

“上平台”加速中小企业产品智能
化。湖南卓誉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根云”
平台，打造智能化制氧设备，2 小时安
装，通电即用，快速产氧，稳定持续供
氧，医护人员能在手机上实时查看和监

控制氧设备的运行状态、氧气浓度、压
力和流量，既减轻一线医护人员工作
量，又减少人员接触。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湖南卓誉的制氧设备助力多家医院
的疫情防控。

“上平台”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生产
关键工序管控难题，提升先进制造能

力。株洲华信精密股份有限公司接入
轨 道 交 通 行 业 焊 接 工 业 互 联 网 平 台
后，各种焊接工艺文件实现在线编制
和管理、焊接参数在线管控，降低质量
体系审核问题点 24%，焊缝合格率提
升 20%。

深度“上云”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益阳世林食品有限公司使用金蝶
云后，移动智能化办公减少了员工工作
量，提升了业务流程审批效率，各数据
报表自动生成；财务供应链与生产管理
的精准核算系统帮助降低采购成本和
原材料库存量，订单准确率达 98%，供
应商满意度提升。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今年我省“上平台”中小企业已超5000家

7月12日，李玉云在给村民问诊。 通讯员 摄

10月18日，保靖县迁陵镇陇木峒村，游客在体验滑草游乐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苏美滋）今天，由湖南交水建集
团旗下湖南路桥承建的芙蓉大道（长沙段）
快速化改造工程完工，正在进行后续交安、
绿化、标识标线扫尾工作，即将全线通车。

芙蓉大道快速化改造项目（长沙段）
是长株潭一体化“三干两轨”项目之一，
项目北起湘府路，南至长潭交界，全长约
16.5公里。通车后，从长沙中意路到湘潭
北二环全程无红绿灯，通行时间由过去
40分钟缩短至22分钟，真正实现长株潭

城市群“半小时交通圈”。
“项目施工难点多、施工周期紧，项目

部科学调度、抢抓工期，确保了项目如期通
车。”湖南路桥芙蓉大道快速化改造项目
现场负责人向聃介绍，该项目主要施工区
域位于天心区南北交通主干道，车流人流

多，交通组织压力大。项目沿线涉及城铁、
地铁、绕城高速、高铁及110kv高压铁塔、
燃气次高压管道等设施，建设条件复杂。

项目部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与院士
顾问团队开展合作，大胆创新，在 4座跨
线桥的建设中采用钢-混凝土叠合板组

合梁技术，这是该技术在我省城市建设
中的首次运用。这种工字钢梁结构采用
工厂化制作，装配式施工的施工理念，大
部分构件在工厂制作，现场采用高强螺
栓进行拼接。新技术的采用有效降低了
成本，大幅加快施工速度。

长沙芙蓉大道快速化改造完工
即将全线通车，全程无红绿灯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黄
晓辉 王为薇）昨天，第三届中国新媒
体发展年会在山东济南举行。会上发
布了年度全国省级党报微博排行榜
榜单。湖南日报微博荣获年度全国省
级党报十佳。

此次年会推出全国省级党报微博
排行，是依据发布篇数、阅读数、在看
数等指数，结合历史文章数据表现，综
合得出的影响力指数排名。

湖南日报微博总粉丝量达 163
万，日发布条数为 20条，平均推文阅
读量达 3 万+。在运营湖南日报微博
的过程中，注重当日新闻热点的编
辑，特别是时政、经济、民生、正能量
类等资讯，及时发布，并与用户积极
互动。其中《张文宏称新冠病毒将成
人类史上最难对付病毒之一》一文阅
读量达 1000 万，点赞达 15 万次，留
言高达3万条。

湖南日报微博荣获
全国省级党报十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