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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姚学文

新年伊始，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播电

视局和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旗下湖南卫视、芒

果超媒、芒果 TV、天娱传媒联合出品的电视

剧《江山如此多娇》，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

场、芒果 TV 等平台热播，在社会上产生强烈

反响，广大基层扶贫干部更是感同身受，予以

高度关注，给予赞扬。

“这部电视剧拍得好，接地气，
是对脱贫攻坚的真实反映”

“看这部电视剧，我时常被剧中人物的精

神力量所打动，有时热血沸腾，有时热泪盈

眶。”连日来，湘潭市民政局干部、湘乡市巴江

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莫志敏，成

了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的“铁杆粉丝”。“每

集必看，一集也不拉下。”莫志敏说，从濮泉

生、沙鸥为代表的扶贫干部身上，展现了新时

代年轻人的冲劲与闯劲、青春与梦想、奋斗与

激情。作为一名驻村 5 年多的扶贫干部，莫志

敏在这部剧里时常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引发

情感共鸣。

“这部剧是我们基层扶贫干部的真实写

照。”郴州市北湖区纪委监委办公室主任、驻该

区省级贫困村下垅村的扶贫联络员谢忠说，剧

中很多故事细节很真实、很感人，比如，向贫困

户免费发放小猪仔；濮泉生记下厚厚 6 大本扶

贫日记，立下“不脱贫、不离开”的誓言；濮泉生

扶贫扶志、惩治懒汉的故事情节等，就像是一

些驻村干部扶贫工作时的情景再现。

作为一名有 6 年驻村经历的扶贫干部，攸

县中医院驻渌田镇存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第一书记唐华容，在观看该剧时常常心潮起

伏，百般滋味尽在心头。在他看来，扶贫工作

辛苦而有意义。

“守在电脑前，我一口气将电视剧《江山

如此多娇》看了好几集，真是欲罢不能，这个

剧拍得很好，接地气！”唐华容说，健康扶贫、

人居环境、项目推进、产业振兴……扶贫工作

千头万绪，每项都不能少，都很有意义。然而，

每项工作推进的背后，都有无限的酸甜苦辣，

都离不开扶贫干部顽强的付出和努力。

凤凰县樟坡村，是一个纯苗区深度贫困

村。通过脱贫攻坚，村里的公共基础设施日益

完善并实现整村脱贫，集体经济产值更是从零

到突破 1000万元，净利润超过 150万元。

湖南省证监局派驻凤凰县山江镇樟坡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邱孝认为，电视剧

用艺术方式真实地展现了扶贫工作面临的重

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在脱贫攻坚中，会遇到

传统和观念冲突、习惯和惰性阻碍以及资金

困难等多方面因素的困扰。作为一名优秀的

扶贫干部，就要像电视剧里所呈现的一样，要

学会处理各种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带领村民一起向贫困挑战。

张家界牧笛溪村是该剧的拍摄主要取景

地，村民是带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追剧的。电视

剧从 1 月 10 日首播，村里就组织全村在家的

80 多位群众集中收看。老百姓围着火盆，嗑着

瓜子，吃着水果，在剧中寻找每个人物原型的

影子。与村民一样，张家界市委宣传部驻牧笛

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谢爵，也是每

集都没有拉下，有两个晚上错过了，白天还要

点回放收看补回来。

“当多大官不要紧，关键是为老百姓做了

多少事。”谢爵说，剧中主人公濮泉生说的这

句话，对他触动很大，他将牢记在心，将此作

为以后工作的基本遵循。

“脱贫攻坚战场的磨砺，使我们
的青春也变得更加靓丽生辉”

永顺县朗溪乡王木村也是《江山如此多

娇》的取景地之一，主人公濮泉生骑车进村的

很多画面都取之于这个村。在画面里，青山绿

水间，公路如一条银色的丝带盘绕山间，濮泉

生驾驶的摩托车，时而钻进稠密的树林，时而

又出现在林与路的缝隙间，十分酷炫。然而，

在 10 年前，村里的这条路破破烂烂，村民家的

厕所也是臭气难闻。

王木村脱胎换骨的背后，是永顺县住建

局派驻朗溪乡王木村工作队付出的无数汗水

和心血。“该电视剧就是演我们的身边人、身

边事，可以说就是演我们自己。”队长毛彪说，

“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付出特别值得，村里

的变化日新月异，村民的生产、生活翻天覆

地，脱贫攻坚战场的磨砺，使我们的青春也变

得更加靓丽生辉。”

“《江山如此多娇》这部电视剧有一个镜

头令我感动，因为它反映的就是我们自己的

经历。”衡东县财政局驻李花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第一书记向田力说，剧中，濮泉生为了发展

桑养蚕基地，为村民找到一条新的脱贫路子，

他号召村民齐动员，用愚公移山的精神，肩扛

手挖在尾矿地上填 20 万方土，村民们群情激

奋，一起投入到艰苦的填土工程中。

向 田 力 说 ，在 贫 困 村 发 展 产 业 ，任 重 道

远，个中艰辛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李花村

毗邻湘江衡东段，山清水秀。村里最适宜发展

林下经济，尤其是油茶种植和家禽养殖。然而

这个过程也十分不易。作为扶贫干部，向田力

也在历练中不断成长。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谈起《江山如

此多娇》的观感，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金河村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张忠富感触

良多。金河村地处湘鄂交界，由 5 个自然村合

并而成，全村 380 户 980 多人，分散居住在 54

平方公里深山中。在这里，有的人甚至一辈子

没走出过大山。

张忠富告诉记者，脱贫攻坚以来，村里修

通了一条长达 19 公里的“天路”，架设了 3 座

吊桥，有了新的村部、村卫生室，开通了有线

电视、互联网、4G 手机信号、“村村响”广播，

108 名贫困户易地搬迁住进新房，65 名贫困户

的危房得到改造。通过产业扶贫，形成了野

茶、野蜂蜜、中药材三大特色支柱产业，农民

人均纯收入从 2014 年的不足 3000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4 万多元。村民不再因为缺钱读不

起书、看不起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成为

现实。

“扶贫路上虽然艰辛，但乐在其中，乡亲们

的笑脸，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报。”张忠富说。

中国南方航空湖南分公司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第一书记熊劲松说：“剧中的濮书记

与沙鸥记者扎根脱贫攻坚一线，克服重重困

难，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一件件、一桩桩，真实

而又生动，看着就觉得特别亲切。”

3 年前入驻新宁县安山乡大塘村时，熊劲

松和他的同事，遇到《江山如此多娇》剧中人

同样的困难：发展产业不易，教育帮扶举步维

艰。工作队通过发展品牌农业、搭建市场渠

道、实施产品深加工、到处跑展会等，从无到

有培育出一条千万级的贫困村产业之路，将

大塘村打造成为全省脱贫攻坚示范村。

“这是一部反映扶贫题材的优秀影视作

品，作品境界高、立意深、制作精。”岳阳市派

驻平江县浯口镇田湖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

一书记杨建新表示，“电视剧为脱贫攻坚的人

间奇迹画像立传明德，将激励我们扶贫队员

更加努力拼搏。”岳阳县张谷英镇芭蕉村驻村

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王平说：“作为一名

扶贫干部，虽然在扶贫路上经历了种种磨难

与心酸，但看着贫困群众不断增收脱贫，村集

体经济发展逐步向好，让我感觉所有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时刻
准备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电视剧真实反映了深度贫困村脱贫工

作的艰辛，作为一名扶贫人，看后深受激励。”

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第一书记隆海江说，菖蒲塘村和碗米溪村

一样，也是通过工作队和广大村民共同努力，

一手抓“扶贫先扶志”，一手抓“输血变造血”，

不等不靠不要实现脱贫小康的。

隆海江表示，菖蒲塘村作为全省乡村振

兴先行先试示范点，下一步，将继续发扬脱贫

攻坚精神，围绕农文旅一体化发展要求，做好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菖蒲塘村

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的样板村、生态宜居的氧

吧村、乡风文明的和谐村、治理有效的示范

村、生活富裕的小康村。

朱明星是桃江县商务局驻桃花江镇大华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出版过专著《一

个扶贫队长的日记》，也为同名歌曲作过词。这

些天，他一直追着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看。

“我最佩服的是濮泉生没有绕过两座‘高

山’：一是扶贫扶志；二是产业扶贫。越是困难

越向前，脱贫攻坚就必须是这个样子。”谈起

今后的打算，朱明星说，这些年，大华村结合

实际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取得了令人满意的

成效，今后将重点抓好笋用林改造和林下经

济。笋用林从目前的 2100 亩，逐步扩大到 5000

亩。发展小型绿色家庭农场 50 至 100 家；发展

民宿、养老(散户)100 至 200 家；发展特色乡村

旅游(中国竹郁之乡+莫应丰故居+枫叶湖+四

季花海)；以“直播大华”为孵化基地，打造湖南

乃至全国第一“直播村”。

临近年关，新化县曹家镇 90 后扶贫能手

邹玖霖虽忙碌，但追剧热情不减，只要有时

间，她就决不放过收看。她说：“我和濮泉生一

样，都扎根在基层，只想踏踏实实为村民做点

事，为脱贫攻坚出点力。未来，我会继续发扬

吃苦耐劳的品质，凭借扶贫积累的工作经验

和工作方式，秉持‘事上见，只唯实’的工作态

度和作风要求，让青春在践行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的战场上熠熠生辉。”

“作为一名一线扶贫干部，看了电视剧之

后，更多的是激励和鞭策。”省直机关工委驻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老里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彭量表示，将继续坚守岗位，在进一步帮助村

集体发展壮大黄精、玉竹等中药材产业的同

时，因人施法，积极培育一批农村年轻致富带

头人，帮助村民开辟更多的增收渠道，让村民

在奔小康的路上走得更坚实。

“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精神，时刻准备奉献自

己的青春和热血。”洞口县供电公司驻大屋瑶族

乡青山村帮扶工作队队长付乐智说，《江山如此

多娇》这部电视剧真实反映了坚守扶贫一线干

部的真情实感和一心为民的扶贫情怀。“作为驻

村扶贫干部，要想赢得群众信任，就要想群众之

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助村民解决困难。”

作为剧中原型之一，浏阳市卫健局驻普

迹镇五丰村第一书记邹冰通过 5 年多时间，帮

助全村贫困户 64 户 234 人成功脱贫。从担任

“第一书记”那天开始,邹冰的足迹遍布全村每

个角落。

“作为精准扶贫的参与者，我感到十分骄

傲。”邹冰说，剧中故事真实体现了他们的扶

贫经历。五丰村虽然脱贫了，但扶贫工作不能

放松。眼下，邹冰正忙着帮村民的农产品找销

路，继续为村民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

“‘摩托书记’濮泉生，把扶贫当事业，把

贫困群众当亲人，千方百计组织村民发展蜜

蜂、桑蚕等扶贫产业，此情此景感同身受。”蓝

山县荆竹瑶族乡凌江河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邓

本旺说，无论是推进脱贫攻坚，还是实施乡村

振兴，关键都在发展产业。必须要努力培养乡

村年轻人才，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邓本旺介绍，凌江河村目前正在进行村

支两委班子换届，他们打算把 2 名懂经济的返

乡大学生充实到村支两委班子，以激发年轻

人建设家乡的动力。同时，他们还将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壮大村里的蜜

蜂、藏香猪、土猪、油茶等特色产业，通过技术

培训扩大产业规模，力争把蜜蜂养殖规模扩

大到 100 户共 400 箱，并积极发展茶油、瑶山

腊肉等深加工，实行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加快

带动瑶胞群众走上幸福小康路。

（参与采访的记者：邢骁、郑璇、徐典波、

邢玲、李秉钧、向莉君、陈鸿飞、鲁融冰、田育

才、李永亮、赵志高、彭婷、严万达、邹娜妮、张

佳伟）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何成

【第 21 集剧情梗概】“干部打人”风波

后，母亲顾雪涛前来探望濮泉生，并执意要

带他离开。面对母亲的不理解，濮泉生表明

自己要继承父亲夙愿——振兴碗米溪村。顾

雪涛被儿子的理想打动，同意他留下。不久，

村里的易地搬迁工作启动。由于搬迁安置点

地段欠佳，碗米溪村的村民产生了抵触情

绪。搬迁规划随之进行调整，濮泉生向沙鸥

提出就近搬迁却遭驳回，两人意见不合，争

论不断。

【原型人物】 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党

支部书记——彭育晚

1 月 18 日，冬日暖阳下，新化县吉庆镇油

溪桥村青山环绕，一栋栋小别墅点缀在绿林

间。趁着天晴，不少村民在屋前晾晒冬被。

油溪桥村是一个典型的边远山区、石灰

岩干旱区，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0.5 亩，曾是省

级特困村。

“有女莫嫁油溪桥，一年四季为呷愁。这

是人们过去对油溪桥村的看法，现在我们村

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油溪桥村支部书

记彭育晚说。

2007 年，油溪桥村村支两委改选，在外

经商的致富能人彭育晚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集

体负债 4.5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 800 元。

面对“烂摊子”，彭育晚决定先从领导班子的建设

抓起。通过公开竞选，选举村里有学识、有能力、有担当

的能人和年轻党员进入村组班子。在彭育晚的努力下，

油溪桥村的治理得到了很大改观。

彭育晚没有停止前行的步伐。他说：“没有产业，老

百姓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就是一句空话。”

于是，彭育晚带领村支两委开始了油溪桥村的产

业发展探索之路。他首先将目光放在从村中流过的油

溪河。在他看来，油溪河不仅给村民带来了旖旎的风

光，还为村民脱贫致富提供了一把“钥匙”。

在他的推动下，村里成立旅游服务开发公司，利用

油溪河开发了峡谷漂流。“这几年漂流公司的效益成倍

增长，目前年均游客量达到 5 万人次。”彭育晚介绍说，

“现在，我们转型做夜漂之后，体验项目更丰富，同步拉

动了村里餐饮住宿行业的发展。”

同时，全村大力开发荒山荒地，发展错季果林。目

前，全村已种植各种水果逾 2800 亩。“每年靠卖桃子，也

能收入一万元。”村民彭海清说，他家除了稻田鱼塘，还

种有两亩桃林。

产业的发展，带动了村民收入的增加。2018年，油溪

桥村民人均收入达 19544 元，实现了全村贫困人口全部

清零。如今的油溪桥村“村在景中，屋在树中，路在花中，

人在果中”，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十大乡村振兴示

范村、全国百强特色村、国家级 AAA景区村等荣誉称号。

“要么奉身边疆，要么守护家乡。”扎根基层 14 载，

当兵出身的彭育晚依然韧劲十足，奔跑在乡村振兴一

线。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宁奎

【第22集剧情梗概】 惹阿公的女儿田慧

婚姻破裂，面临户口迁回的难题。在濮泉生

和沙鸥的帮助下，最终顺利解决。但在易地

搬迁的问题上，濮泉生和沙鸥分歧不断，两

人不欢而散。江四维来碗米溪村视察搬迁工

作，濮泉生趁机提出发展碗米溪民族特色旅

游业的规划，江四维对这一规划表示支持。

【原型人物】 张家界市永定区谢家垭乡

高坪村旅游产业带头人——陈吉明

走在石板游道上，穿行在 4 万多棵金丝

楠树中，风景无限；站在花溪谷吊桥之上，俯

观山青水绿，古柳郁郁；登上天平界顶，可观

天门探云海，心旷神怡……这些，曾经是陈

吉明的梦想，如今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家住张家界市城区的陈吉明，近几年一

直在为老家永定区谢家垭乡高坪村的发展

而奔波，每天都在为村里的事情忙碌。高坪

村，是脚踏两市、鸡鸣三县之地，与桃源县、

沅 陵 县 相 邻 ，属 永 定 区 最 为 偏 远 的 山 村 之

一。

“我是高坪发展‘美丽乡村’的义工。”曾

在区局任职的陈吉明，2013 年主动到村里担

任第一书记，前两年退休后卸任。但他卸任

不卸责任，仍然扛起村里发展大旗，不拿村里一分钱工

资，自称“义工”。

陈吉明说，走乡村旅游之路，这里有四大优势：一

是生态优势。在山美水美的同时，高坪村拥有近 500 亩

4 万多棵的金丝楠群落；二是历史优势。高坪村绝大部

分村民为元末陈友谅后裔，发展至今已有 650 多年历

史；三是红色优势。红二方面军曾两次驻扎高坪，有不

少红色遗址；四是康养优势。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

高，目前 90 岁以上村民有 12 人，最大的 105 岁。

在他与村支两委的努力下，45 个大小乡村旅游项

目依次落地高坪村，旅游公路、田园风光石板游步道、

吊索桥、金丝楠主题公园、土家传统村落修复、红军路

修建等项目依次实施或建成。

这个穷乡僻壤的古村落，正逐步成为乡村旅游的

“新势力”。近年来，村子已经陆续获得中国传统村落、

国家森林乡村、省级生态旅游精品线路村等荣誉，并成

为全国少年林业科普教育基地。

“ 等 到 过 年 ，100 多 名 长 沙 市 民 已 预 约 要 到 村 里

来。”陈吉明告诉记者，村里的乡村旅游来势很不错，有

望在 3 到 5 年内得到大的发展。

不久前，村里引进外商，准备流转 400 多亩土地发

展有机稻产业，并建立高粱酒厂，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

持。“市场成熟后，原本一亩收益 1000 多元的稻田，可以

达到 20000 元。”陈吉明说，游客到村可体验原生态的农

耕文化，可品尝原汁原味的高粱酒。“游客在山水人文

里玩得开心，村民腰包鼓了日子过得更开心。”

脱贫战场毅且坚 甘献青春永不悔
——我省基层扶贫干部热议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

江山如此多娇

湘军
江山如此多娇·背后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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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唐鹏程 王健

1 月 14 日清晨，石门县太平镇犀牛坪村，朝霞将起伏的山峦

映成剪影，唐敦武随着雄鸡打鸣下了床，一头钻进楼房旁边的熏

烤屋里。吊在梁上的 200 多公斤腊肉、香肠，还不到火候，得继续

添柴熏制。“等儿女们回来，一定要过个热闹年。”他说。

一墙之隔的猪圈里，他的妻子刘保娇忙得手脚不挨地。家里

的一头母猪前一晚又“立大功”，一下产了 14 头猪崽。连同 8 天前

下的那一窝，现有猪崽 30头。为照顾这些小家伙，刘保娇索性在猪

圈里开了铺，夜间每隔一小时，就把猪崽们抱到母猪身边喝奶。

见记者到来，刘保娇一脸难为情，拍打着衣上的灰尘，将客

人往正屋里引。

同行的犀牛坪村党总支书记张晓华说，去年，唐敦武家的 4

头母猪“很争气”，总共生了上百头猪崽子，光是卖仔猪这一项，

他家收入就有 10 多万元。

唐敦武今年 50 岁，身高达 1.85 米。凭这魁梧身板和英俊相

貌，他曾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俏后生。都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家境贫寒的唐敦武，早早步入社会，在江浙一带务工。山里汉子

的耿直爽朗，让他交友无数，但也因交友不慎，这位“江湖儿郎”

误入歧途，两次入狱。

文化程度不高，又无一技之长，在外漂荡可谓难上加难。即便

如此，唐敦武也从未想过再回农村，“在外漂荡，一混了之。”老家

的土砖房，他连着 8年未踏进门，后来破败得只剩下几堵墙。

2014年，唐敦武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这让他的心态产生了

变化——自己高高大大一爷们儿，不缺手不缺腿，竟成了贫困户，

面子上怎么挂得住？于是，唐敦武告别“江湖”，硬着头皮回了家。

回来后能干什么？唐敦武坦言，一天挣 200 元的零工到处都有，可乡亲

们都知道，他这人拉不下脸面，所以没人请他，就算请了，他也不得去。

后来，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唐敦武贷款买了 30 头种羊，自己尝试搞

养殖。养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起初，羊群发了传染病，死了近一半。“光是

买药，一个星期就花了 2000 多元。”他回忆说，摸索出经验后，羊群规模越

来越大，虽说行情低迷，但当年还是赚了 1.3 万元。

养殖带来的甜头，点燃了唐敦武的希望。2015 年，他又申请 5 万元贷

款，加入湘佳牧业“公司+农户”养殖体系，公司提供鸡苗，养殖期满上门回

收。当年便获利 5 万余元，唐敦武由此脱贫，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鸡司

令”。“看到我挣钱后，村里很多人也开始养鸡，还上门来取经。”他打趣道，

在脱贫攻坚中，自己也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2016 年，唐敦武东挪西借，花了 30 多万元，盖起一栋两层楼房。他说，

有了家，心里才有了归属感，更有了朝前看、向前奔的冲劲。2017 年，唐敦

武经过市场调研，购进 4 头母猪，在夫妻俩悉心呵护下，每年繁育仔猪上百

头。2020 年，家里还清了所有外债，还在银行里有了户头。“不管数字多少，

总归生活是越来越好！”刘保娇乐呵呵地说。

如今，唐敦武正在修建新的猪舍，等开春之后，将发展百头以上规模的

生猪饲养产业，建强生猪养殖链条，更好地抵御市场风险。

蔬菜产业稳增收
1月 19日，花垣县花垣镇扛派村蔬菜基地，菜农在采收蔬菜。近年，该县采取“村集体经济联合社+加工

企业+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产业，有效带动农民稳定增收。 龙爱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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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贵雄 廖荔平 陈祉凝

1 月 12 日，新田县金陵镇大元冲村 60 岁的村民杨

祖文，从村合作社领到工资后，告诉记者，他要换台大

电视过新年。

大元冲村地处衡邵干旱走廊，十年九旱。以前，杨

祖文等贫困村民曾尝试发展多种产业，都没有成功。

到 2014 年，全村 538 户 2232 人中，有贫困户 148 户 653

人，是省级贫困村。

2017 年，本村经济能人杨国军回到家乡，目睹旱

土大面积抛荒，便琢磨如何让旱土“生金”。

1973 年出生的杨国军，高中毕业后外出闯荡多

年，包过工程，做过水果批发生意等。他回村后，发现

无花果较为耐旱，售价较高，还可做成无花果干等，适

合在村里种植。

永州市残联等部门派驻村里的帮扶工作队支持

杨国军的想法，并请来技术员指导。

一开始，许多村民们都在观望，就连杨国军的一

个叔叔也认为他“瞎折腾”。杨国军不气馁，先后 10 多

次登门劝说，终于打动了老叔，流转了旱土。后来，又

有 47 户村民以土地或资金入股合作社，其中 27 户是贫

困户，合作社种下了 200 多亩无花果。

2019年，无花果进入盛果期，产销两旺。村民们拿到劳

务收入和入股分红，人人心里乐开了花。贫困户杨昭坤家拿

4万元小额扶贫贷款入股，首次分红2万多元。这一年，大元

冲村整村脱贫出列，大家说，无花果开出了“致富花”。

如何提高无花果的附加值？杨国军等人努力探索，他

们除了制作无花果干，还尝试熬制无花果酱、酿无花果

酒。期间，经过无数次失败，虽然损失不少，但终于获得成

功，无花果干等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杨国军对记者说，

他们将开发更多的无花果产品，带动大家共奔小康。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无花果开出“致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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