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前往龙门镇花冲村，只有
一条伴着弯弯曲曲溪流的水泥
路。有一位中年汉子每天都要骑
摩托车在这条路上穿梭无数次，
因为在公路两旁的山里，有他喂
养的百余只鸡鸭。

“滴滴滴。”摩托车喇叭对了
几声“暗号”，一群小鸭子便从田
间茂密的草丛中钻出来，争先恐
后地吃着喂食的谷子。

这个中年汉子名叫陈湘泉，
自幼丧母，家境贫寒。父亲体弱
多病、哥哥智力障碍。因为争强
好斗，陈湘泉铸下大错，被判入
狱。重回社会后，因为没技能、没
文化，只能去外地打工。

2015 年，精准扶贫政策的春
风吹进花冲村。2016 年下半年，
陈湘泉和父亲、哥哥三人又乘易
地扶贫搬迁的东风住上了统一建
好的安置房。

陈湘泉自此走出人生低谷，
迎来人生转机。除了养鸡养猪、
牧羊、喂黄牛，他还开着三轮车跑
运输、打零工，一年四季都不闲
着，脸上总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一年光养殖方面就收入 7 万
余元，带动全村其他贫困户自立
自强，脱贫致富。

“我曾以为人生有过污点后，
从此就没有可能再过上好日子
了，没想到自己不仅经济条件变
好了，性格脾气也变好了，是精准
扶贫政策以及扶贫干部给了我新
生命、新希望。”陈湘泉感激地说。

陈湘泉不仅成为了村里脱贫
致富的带头人，而且在星级创建
评比中，还获得了满星10颗星。

为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2018 年 3 月，渌口区首创性提出

“脱贫立志，星级创建”，将扶贫与
扶志、扶智相结合，通过“正导向、
严评议、重运用”等诸多举措的实
施，提高了贫困群众立志脱贫致
富的主动性。

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涌现出
了一大批立志脱贫，依靠自己的
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典型人物。

2019 年 6 月，渌口区开展的
“脱贫立志、星级创建”活动被写
进国务院扶贫办主题报告。

2020 年 8 月，由国务院扶贫
办组织编写的《中国减贫奇迹怎
样炼成——扶贫扶志故事选》一
书在全国公开发行，渌口区“脱贫
立志、星级创建”做法再次入选。
这也是湖南省唯一入选的扶贫扶
志故事。

近年来，渌口区扎实推进易
地扶贫搬迁各项工作，坚持按照
搬迁与脱贫衔接、生产与生活同
步、安居与乐业统筹的总要求，确
保每个易地扶贫搬迁户在全面小
康路上“一个不掉队”。

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实现了后续
产业帮扶全覆盖以保障稳定增
收，基本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的搬迁总目标。

“穷窝”搬到“金窝”，“穷业”
换了“新貌”，有了好房子，更过上
了好日子。如今的渌口区，群众
的日子越来越甜了。

走上脱贫路，今昔两重天。5
年来，渌口区脱贫攻坚成绩斐然：
2017年成为全市首个全面小康达
标县，12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目
前，全区3193户9095名建档立卡
贫 困 户 已 全 部 实 现 脱 贫 ，其 中
2020年脱贫554户1241人。

“渌口区将继续严格落实‘四
个不摘’责任，进一步创新思路方
法，以脱贫攻坚助推乡村振兴，以
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成果，确保脱
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
验。”渌口区委书记罗绍昀的表态
铿锵有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渌口区正以永远向前的
姿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
道上砥砺前行，振翅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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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口区，古称“漉浦”，因地处渌水汇注湘江水口得名。

初冬时节，行走在1053平方公里渌口大地，处处都有扶贫干部进村入户的足迹，村村都

有乡亲们致富奔小康的身影，迎面而来的是村民张张笑脸，银杏朵朵金黄，枫叶红遍山林。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时刻，渌口区兑现了脱贫攻

坚战全面胜利的庄严承诺，给全区35万英雄儿女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追寻着初心使命回望，答卷就写在了“渌”水

青山之间。

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渌
口区将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问题
作为扶贫工作重点，通过积极开展
就业服务、开发就业岗位、搭建就
业平台，就业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这个工作好啊，生活再也不
发愁了。”一见面，正在村口进行清
扫工作的陈忠九就止不住激动，连
声道谢。

陈忠九是南洲镇北洲村人，今
年已到花甲之年。其早年做过肾
脏手术，只保住了一个肾，常年靠
药物维持。妻子患病早逝，与儿子
相依为命，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

陈忠九因为年纪偏大、身体不
好，外出务工经常碰壁，平日靠打
点零工和在家种些田和菜勉强维
持生活，但总是不稳定。

儿子陈名虎，因为成绩优异考
上了武汉理工大学。在为儿子高
兴的同时，面对着儿子不菲的学费
生活费，陈忠九又是一脸愁云。

在了解到陈忠九的实际情况
后，北洲村村支两委第一时间为陈
忠九申报了公益性岗位。

在儿子求学最需要的时候，在
生活最困难的时刻，公益性岗位工
作无疑雪中送炭，既解决了陈忠九
找工作难的问题，又帮助其子完成
了学业。

陈忠九自2018开始从事公益
性岗位至今 3年来，非常珍惜得来
不易的工作机会，家里不仅脱了
贫，自己的工作也得到了村民及村
干部的好评和认可。

其实陈忠九所讲的好工作，源
于渌口区2018年率先在农村实施
的就近就地就业举措。

其一是大力建设就业扶贫载
体，出台扶贫车间补贴办法。截至
目前，全区共建设就业扶贫载体
48家，其中就业扶贫基地12家，就
业扶贫车间 36 家，提供就业岗位
400余个，带动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就业207人。
其二是开发贫困劳动力公益

性岗位。截至2020年累计开发农
村贫困劳动力公益性岗位 1052
个，确保每年每村（社区）兜底安置
2-3个贫困劳动力就业，年人均工
资 17000 余元以上。累计拨付公
益性岗位补贴1358.8万元。

与此同时，渌口区积极开展区
域间劳务协作。通过“培训+就
业”的模式输出贫困劳动力；通过
发展“劳务经济人”带动贫困劳动
力就业。

精准施策开展各类培训，重点
打造“渌口月嫂”、“渌口护工”两张
职业技能培训的名片，向株洲市
区、长沙等地区输送家政服务工作
人员，全区开展贫困劳动力职业培
训超过1500人次。

积 极 利 用 各 种 平 台 推 荐 工
作。近年来，全区共举办就业扶贫
专场招聘会 35 场，特别是今年来
共举办 15 场线下招聘会，覆盖全
区 8 镇 139 个村（社区），达成就业
意向 1568 人次，帮助贫困劳动力
等重点群体转移就业。

淦田镇南塘村贫困户保洁员正在劳动。

龙船镇王十万村易地搬迁安置点。

龙门镇花冲村正在进行“脱贫立志、星级创

建”村组评议。

幸福答卷““渌渌””水青山间的水青山间的

下活产业棋 趟出致富路

打好就业牌 苦练绣花功

巧用“搬迁”策 搬出新天地

（本版图片均由渌口区扶贫开发办公室提供）

专家到古岳峰镇三旺村指导贫困户种植百合。

“300 亩薯尖，每亩产量 8000
斤左右，每斤2元，在这上班每天还
能领到 150 元左右的工资，年底还
能根据合作社收益进行股份分红
……”望着绿油油的薯尖，谭根深喜
形于色。

“以前，像我这样的贫困户，想
都不敢想能当上股东。”在株洲市渌
口区朱亭镇龙凤村的新益种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曾经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谭根深感慨万千。

现在的谭根深具备了多重身
份，既是渌口区新益种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股东，又是合作社的
员工。谭根深的蜕变，源自于他的
不认命，源自于帮扶后盾单位因地
制宜的帮扶模式。

谭根深今年44岁，因患腰椎间
盘突出症，多次微创手术，劳动力不
强。2015 年，谭根深家因病致贫，
一家5口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了帮助谭根深转变消极思
想，激发内生动力，区农业农村局帮
扶工作队和帮扶干部多次登门，苦
口婆心地向谭根深宣讲产业扶贫等
政策。

在区农业农村局帮扶责任人和
驻村工作队的出谋划策和牵线搭桥
下，谭根深入股3万元，成为新益种
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员，凭
着孤注一掷的决心开始发展产业。

与此同时，谭根深还承包了近
8 亩的水塘养鱼、15 亩水田种植优
质水稻，散养了 30 只鸡、50 只鸭
等。2018年，根据贫困户生产奖补
办法，谭根深享受了贫困户生产奖
补3000元。

2020 年，在疫情影响下，农产
品的销售出现了空前的低迷，为降
低疫情影响，鼓励谭根深树立信心，
渌口区向其发放了 3000 元的疫情
补助。同时，推荐他学习直播带货，
销售自己合作社的产品。

2020年，谭根深家庭总收入将
达到16万，人均纯收入3万多。

近年来，渌口区着力开展产业
扶贫，创新扶贫扶志方式方法，为打
好脱贫攻坚战注入鲜活动力。

遴选了12家企业作为“千企帮
千村”行动实施主体（其中省级龙头
企业 4 家，市级龙头企业 8 家），对
12个贫困村通过建立基地，保底收
购、安置就业、项目合作等途径进行

带动。
建立蔬菜基地 880 亩，蛋鸭养

殖 15000 羽，加工蔬菜加工厂一
个，中药材种植 3000 亩，水果种植
150亩，湘莲种植300亩。

积极鼓励和协助各扶贫产品入
驻湖南消费扶贫网、832 消费扶贫
平台、株百超市、德源善购平台、阿
里巴巴等。

组织银丹公司、利达公司、珉豪
公司、醉渌香公司、长冲农业公司等
30 多家公司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展
销会共计 30 余次，2020 年被湖南
省消费服务平台认定的扶贫产品共
计69个，销售额度为1.36亿元。

积极与银行和投资基金对接，
争取贷款，缓解扶贫主体的资金压
力，共有银丹、湘春农业、明扬农业、
味视、鸿威等企业低息贷款共2000
余万元。

截至目前，全区贫困户3193户
9095人，其中有产业发展能力和产
业发展意愿贫困户 2078 户 6738
人，通过直接帮扶、委托帮扶、生产
奖补等模式，实现全区贫困户、边缘
易致贫户享受产业帮扶率100%。

通过政策支持、龙头带动、自主
发展产业，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并结
合当地实际发展产业，一批批贫困
户都和谭根深一样正在致富的路上
越走越宽。

贫困户在朱亭镇杉桥村的银丹公司扶贫车

间里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