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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倩

茶山绵延，青翠欲滴。10月22日，
记者来到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视野
所及，满是茶树。

隘口村面积 20 平方公里，有茶园
1.6万亩。“除了林地和住宅地，其余土地
基本种上了茶树。”刚忙完评茶活动的村
党支部书记向天顺，指着满山翠绿对记
者说，眼里藏不住笑意。

以前的隘口村，是吉首市74个贫困
村之一。土壤瘠薄，村民大多以种植蔬
菜、水稻为生。内无招商引资，外无工
厂企业入驻，村集体经济一穷二白。村
里种茶虽有上百年历史，但村民种茶只
是用于日常饮用，2009年全村茶叶种植
面积不足20亩。

2009年，向天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后，提出重新捡起种茶传统，发展黄金
茶产业。同年成立合作社，茶叶产业很
快发展起来。到2011年，全村种植黄金
茶4000多亩；2014年，种植面积扩大到
8000亩；目前达到1.6万亩，村民人均拥
有茶园5亩。

村民负责种植，合作社负责销售，
携手铺就脱贫路。全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 166 户 652 人，目前已全部脱贫。村
民们尝到了甜头，种茶积极性高涨，有
的还到隔壁村租地种茶。

“1.6万亩茶叶种下后，担心产业过
剩、产品滞销吗？”记者问。

“担心。茶丰收了担心销路，茶卖
完了又担心来年。”向天顺并不回避这
个问题，“担心并不能解决问题，找出路
才重要，对吗？”

这几年，隘口村理顺了两条思路，一
是向土地要产值；二是向市场要价值。

2005 年，隘口村在上级部门支持

下，实现种茶无性繁殖，解决了大面积
种植存活率问题。其后，又从几百个
黄金茶单株品系中，精选出黄金茶 1
号、2 号和 168 号进行推广，保障茶叶
品质。

不仅卖茶叶，还能卖茶苗。村民张
才红，是2009年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
家中老人患病，子女读书，生活压力很
大。这几年，张才红种了15亩茶叶，每
年有8万元稳定收入。今年，一大家子
还在隔壁村租了10多亩地育茶苗。茶
苗出土，给张才红家带来百万元收益，
贫困帽子早甩飞了。

为打开市场，合作社南下北上，在
全省开设了 17 家展览展销门店，发展
300多家商户做代销，开设了淘宝、京东
等线上营销平台。

“今年的茶叶都卖完了，有订单也
没法子了。”向天顺笑着说，今年疫情防
控期间，线上渠道“大丰收”，加上线下，
全村共收入7000多万元。

2017 年 5 月，吉首市成立“隘口茶
旅融合项目专班”，帮助隘口村走上以
茶促旅、以旅兴茶之路。

村民莫洪莉吃起了“旅游饭”。去
年，她把自己房屋改造成民宿。庭院绿
树掩映、繁花点缀，房屋规划有序，有客
房、有餐饮，还有制茶体验区。“我们还
将推出茶餐，有甜茶羹、油酥茶团、茶叶
熏鸡等特色菜。”去年，莫洪莉仅卖茶叶
就有8万元收入，她说，“我还计划建一
个茶艺培训基地，争取卖茶叶、卖服务

‘两条腿’走路。”
去年，隘口村建了11个茶旅融合基

础设施项目。观花海、赏飞瀑，在司马
河边嬉戏，在茶园体验采摘，在茶马古
道探寻古迹……茶园如今变景区，隘口
村蹚出致富新路。

■记者手记

道路越拓越宽广
欧阳倩

隘口村有条茶马古道。时光飞驰，
沉寂的古道容颜已改，消逝的马帮难觅
踪迹。

这条古道，曾是村民生存的依托和
希望所在。隘口村村民的祖辈在这条
古道上奔波，迎来送往地输送着茶叶和
其他货物，这条斑驳的古道承载着他们
的梦想和期待。

山峦叠嶂，古道隐现。茶马古道的贸
易功能早已消失，但村民继续把“道”扩宽。

他们把古道打造成景点，把古道的
秘境与历史写成诗篇，把古道小径延伸
进茶山，把茶馆开到古道旁，俯仰之间
茶香满溢。

茶事繁忙时，他们是穿梭在茶山的采
茶人。手提竹篮在茶垄间来回穿梭，手指
在茶树尖灵巧跳跃，嫩芽在他们手中飞舞。

闲暇时，他们成了村里的代言人。
自发组建茶艺表演队伍，在短视频平台
推介；组建导游队伍，为进村的商贾游
客做讲解。他们中，有的考取了评茶
师、茶艺师，当起了专业鉴赏员；有的开
起了民宿和农家乐，做起了老板……

高山峡谷间骡马铃声不再响起，隘
口村人却把新时代赞歌传唱。

古道越拓越宽广，大步奔向未来。

湖南日报记者 向莉君 胡承鼎
通讯员 龙涛

培育香菇种子、监管香菇棒制作、
跑市场，最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香菇大王”、吉首市双塘街道大兴村村
民陈平很忙。

在大兴村，沱江水绕村而过，一幢
幢鳞次栉比、整洁干净的楼房旁，35 个
香菇大棚并排着向河边延伸而去。大
棚内，刚长出的香菇散发出诱人的香
气。

10 月 21 日下午，记者在村里见到
了开着皮卡车的陈平，车里装着香菇种
子棒。车停下，他和弟弟陈云忙着将种
子棒搬进库房。

35棚香菇，200亩木耳，年收入600
万元。这是陈平去年带领村民种植食
用菌的业绩。

今年10月到明年6月，计划种200
万棒香菇，争取创收 2000 万元。这是
陈平给自己定下的新目标。

2014 年，当时 34 岁的陈平联合村
里5户农户，成立吉首市新龙农业开发
专业合作社，种植木耳、香菇，带动80人
稳定就业，并在2017年开始为双塘街道
655户贫困户2635人分红，累计分红84
万元。

“说到‘香菇大王’，双塘街道很多
人都认识，他靠种香菇，把大家的日子
带得香起来了。”吉首市农业农村局派
驻大兴村第一书记唐新军说。

在香菇棒储存大棚里，地上撒了一
层消毒杀菌用的石灰。74 岁的贫困村
民陈军海和其他几个村民，忙着将蒸熟
杀菌完毕的香菇棒整齐堆在一起。运
送香菇棒的三轮电动车在蒸窑和大棚
之间穿梭。

家里农活忙完了，就来香菇基地干

活，一天100元，陈军海一年下来有1万
多元收入。其老伴张明秀偶尔也来基
地干活，一年能赚 5000 多元。“现在我
们老两口的生活根本不用愁，还有盈余
存银行。”陈军海笑着说。

在对面大棚里，用水泥砖头搭建的
架子上，密密麻麻的香菇棒上长满了香
菇，小的如纽扣，大的如成年人半个手
掌。48 岁的村民张生林等人正忙着采
摘明天将运往桑植县的 2.5 万公斤香
菇。计件拿工资，张生林说，他手脚快
的时候，一天能拿到150多元。

“家里忙就先干家里的活，闲下来
就到基地打工，零零散散一年有1万多
元收入。”张生林说，2017年，他家就脱
了贫、建了新房。

在村里冷藏室旁边，陈平新培育的
2 万棒香菇种子棒整齐摆放在架子上。
他告诉记者，现在新培养的种子棒20天
就可以接种，比以前缩短了40天。

“种香菇不仅大兴村的人受益，湘
西州其他地方很多人跟着种，平时都来
向陈平取经。”一旁的唐新军说。

“什么时候注水，多大可以摘，一个
大棚放多少个香菇棒……”一边忙活，
陈平一边翻看手机，解答种植户遇到的
问题。

今年，陈平还在龙山县石排镇建了
800亩香菇大棚，明年初就可以投入使
用。

产业活了，回村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养黄牛、养山羊、种蔬菜种水果，现
在大兴村里产业遍地开花。去年，全村
人均纯收入从 2014 年 0.3 万元增加到
1.3万元。

傍晚，香菇基地里忙碌的村民有说
有笑地陆续回家。陈平也准备出发前往
张家界，赶23时40分的航班去上海，参
加一个农产品管理、营销方面的培训。

■记者手记

人勤四季春
向莉君 胡承鼎

吉首市双塘街道与泸溪县解放岩
乡交界处，有一片平坦开阔、土壤肥沃
的土地，这在湘西州是极难得的，大兴
村就坐落于此。秋收后，本该归于安静
的村子，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与热闹。

陈平忙着卖香菇、种香菇。村里陈
本忠、陈本进兄弟则忙着培育新的辣椒
苗，兄弟俩刚在集市上卖了 550 多公斤
辣椒、600多公斤黄瓜，价格分别是每公
斤12元、6元。

10月21日晚，陈平去上海前告诉记
者，这次去除了学习新知识，还准备寻
找香菇直接客户，争取把香菇价提高一

些，好给村民涨工资。
村子周边枞树林里，这会儿不仅有

美味的乌枞菌，还有满山撒欢的牛羊。
38岁的村民龙关红养了83头猪、89头黄
牛、160多头山羊。39岁、右手残疾的村
民陈肆方也养了30多头水牛、90多头山
羊，还种了40亩迷迭香。

年轻人陆续从外地回来，搞活了村
里产业。

从吉首市区去大兴村采访，平时20
多分钟车程，记者这次走了一个半小时。
3.5米宽的进村路正被扩宽至4.5米，记者
与一些村民只好绕道泸溪县解放岩乡水
卡村。绕道并没有让村民不悦，大家反而
高兴不已。“路宽了，我们运货出去更方
便，老板进村也方便。”一位村民说。

人勤四季春。凉意渐浓的深秋，大
兴村人忙完秋收，又忙着新一轮生产，
到处喜气洋洋、生机勃勃。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名片】
何锋，女，1981 年 11 月生。2000

年至今，一直在湘乡市龙洞镇大田村
从事乡村医生工作。2020年8月被评
为湖南省“最美乡村医生”。

【故事】
10月16日，秋雨下得又密又急，

气温骤降，寒气扑面而来。车行至湘
乡市龙洞镇大田村，田地里一片收割
后的枯黄，路上人车寥寥，略显萧瑟。

而小小的村卫生室里，挤满了
人，有买药的，有打点滴留观的，有来
做中药贴敷的，还有的在排队做例行
检查……乡村医生何锋戴着口罩，正
端坐电脑桌旁，神情专注地给74岁的
丁满秀奶奶测量血压。

看了一个病人，做了几个常规检
查，并将他们各项指标仔细地登记在
健康档案上；然后，又给一个小孩做
了中药贴敷，何锋才微微地歇了口
气。据龙洞镇卫生院工作人员介绍：

“这里每天都有这么多人看病，何医
生平日里就是这么忙。”

听说记者是专程来采访何医生
的，候诊的乡亲们主动打开了话匣子。

“这里看病便宜，何医生很热心，
是个好妹子咧。”预约来做健康检查
的何其兰老人抢着说。

“她医术好，态度好，我们都喜欢
她。”特地从隔壁村赶来看病抓药的
一个伢子接话。

何锋自幼患先天性髋关节脱位，

因为家庭贫困，错过了最佳治疗时
机，成了一个残疾人。“由于身体的原
因，我从小立志要当医生，用一技之
长为他人减轻痛苦。”她说。

一起身走路，何锋一瘸一拐很明
显。不仅如此，稍一劳累，髋关节就会
很痛。但何锋从不因身体原因耽搁工
作。从湘乡市卫校毕业，考取执业医
师，回到家乡当上一名乡村医生后，不
管是寒冬还是酷暑，白天还是夜晚，都
是风雨无阻，随叫随到，无怨无悔。早
些年，电动摩托车还未普及，为了方便
给偏远地方的孤老病人看病，她就背着
出诊包，艰难地骑着自行车上门服务。

在何锋的努力下，全村常住人口
1400多人都建立了“健康档案”。“谁
得过什么大病，谁需要定期检查，大
家的健康状况都装在我的心里。”她
会定期给一些“老病号”提供家庭医
生签约、体检、随访等免费服务，改变
了村民们小病拖、大病扛、重病才往
医院跑的习惯。

她的爱心、耐心、细心，赢得了乡
亲们的信任和称赞。

何锋的医术也是有口皆碑，对常
见病和多发病的处理得心应手。“绿色
疗法”中药贴敷，更是她的一个招牌和
特色，许多外地的病人慕名前来求医。

2岁患儿李欣程当天就是专门来
做中药贴敷的。李欣程家住湘潭市，
感冒咳嗽久未好，爷爷奶奶心疼小孙
子，不想打针，就冒着大雨，开车50多
公里来找何医生。李欣程的爷爷也
赞不绝口。何锋一直坚守“不进贵
药、不开大处方”的原则，最贵的药不
超过70元，最便宜的只有5角钱。

何锋有一颗仁心。去年，在结束怀
化针灸培训返回韶山的高铁上，听到广
播里说17号车厢一小孩高热抽搐，请
求医生帮助。她赶紧对乘务员说：“我
是医生,我可以施救。”当时，她坐2号车
厢，与患病的小孩子隔老远。为赶时
间，她拖着不方便的腿一路小跑。紧急
诊断，果断针灸，几分钟后小孩子苏醒
了。小孩子的妈妈喜极而泣。

没有双休日，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很
长。可再忙，何锋也不忘“充电”。她自
费参加了各类针灸、中医经方等培训
班。记者采访的当天早晨6时许，何锋
就完成了十二经络背诵打卡。问她累
不累，她笑着摇摇头：“还好，习惯了。”

那一刹那的微笑，竟如同治愈系
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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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支持

满眼茶树满眼笑

“香菇大王”生产忙

10月21日，吉首市双塘街道大兴村，一排排蘑菇、蔬菜大棚整齐地排列在田
间。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龙涛 摄影报道

10月21日，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茶叶飘香，青翠欲滴。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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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锋：

医者仁心 身残志坚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谭明剑

10月25日是星期日。长沙市望
城区户外旅行爱好者赵望邀约10多
位同伴，驾车来到省级贫困村衡东县
吴集镇莫园村的鸡公岩山，登山游
玩。

赵望是前几天通过抖音平台“农
民段凯”抖音号，看到推介莫园村的视
频，被鸡公岩独特秀美的山水风光给
迷住，决定组团而来，果然不虚此行。

莫园村地处衡东县偏远山区，四
面环山，山高林密，风光宜人。但通信
设施落后，严重制约村里经济发展。
2014年，该村被识别为省级贫困村。

2016年3月，衡东县在全县启动
“宽带中国·光网乡村”工程建设，以
信息化助力脱贫攻坚。

中国电信衡东分公司总经理常
艺缤说，根据莫园村地形地貌，建设
资金需50万元。当时，中国电信衡阳
分公司安排了30万元专项资金，尚缺
口20万元。衡东分公司想办法从省
公司争取到这笔经费，解了燃眉之

急。
2017 年 12 月，莫园村“宽带中

国·光网乡村”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截至今年 10 月中旬，已投资 50 多万
元，拉通了长达15 公里的通信光缆。
村里200余户村民，户户装上了宽带
网络。

自从通了网络，莫园村村民追赶
时尚，刷起了微信、抖音和小视频，向
山外推介村里风光。广东、江西及省
内株洲、长沙等地游客慕名前来观光
游览。村民自产的白茶、油茶、土鸡、
土蛋和蔬菜瓜果等农副土特产品，在
家门口就可以销售。

村党总支负责人说，今年头 9 个
月，村里共接待旅客15 万余人次，带
动农副土特产品销售100多万元。仅
此一项，贫困户户均增收近3000元。

一根光缆，富了乡亲。衡东县委
副书记、县长徐志毅介绍，近几年来，
该县先后启动“宽带中国·光网乡村”
等项目建设，中国电信衡东分公司投
入 1.3 亿元，接通全县 17 个乡镇 256
个村（社区），实现了村村通光纤、4G
信号全覆盖。

一根光缆
富乡亲

何锋正在给李欣程小朋友做中
药贴敷。 杨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