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种子”种出致富梦

全国人大代表、临澧县四新岗镇白云村油菜种植户、

临澧县油菜研究协会会长沈昌健: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沈昌健代表

让贫困地区群众感受到金融温暖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袁建良：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

打造联点扶贫“珊瑚样板”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南省委会副主委、

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国海： 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12 ................................
王国海委员

通讯员 摄

小小茶叶，能量巨大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会副主委、

省供销合作总社巡视员李云才：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李云才委员

通讯员 摄

激发内生动力乡村振兴有奔头

全国人大代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靖隆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登云：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
朱登云代表

种上栀子，家家都有了“摇钱树”

全国人大代表、岳阳海泰栀子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莉：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
杨莉代表

用知识改变贫困学子的命运

全国人大代表、石门县雁池乡

苏市学校校长王怀军: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王怀军代表

以优势项目衔接乡村振兴

全国人大代表、黑土麦田青年扶贫工作队

负责人秦玥飞: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
秦玥飞代表

在广阔的田野上播种希望

全国人大代表、新化县枫林街道办事处接龙村党总支书记、

锄头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农业基地技术员阳海玲：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
阳海玲代表

脱贫攻坚战斗中，
我只是一粒小小细沙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佳惠百货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小红：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李小红代表

“连村联创”实现抱团攻坚

全国人大代表、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

楠木桥村党总支书记谭泽勇: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
谭泽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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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

2015年12月，李小红来到山高路远的芷江五郎溪村调研。

调研后，她决定出资 220 万元，为村里捐建一个 1500

方库容的预冷冷库，解决制约农产品“卖难”的储藏、烘

干等问题。到 2020 年，该村金银花、蓝莓、黄桃、羊肚菌等

产业发展稳定，村民人均年收入由 2015 年的 1800 元增

加到了现在的 8600 元。

这些年，李小红带领湖南佳惠集团积极投身武陵山

集中连片特困区脱贫攻坚事业，先后建立 20 多个品种的

订单农业基地，引导建设标准化果蔬基地 30 余万亩，签

订订单农业 92 个，每年稳定解决近 1.5 万名困难群众就

近就业，带动 20 多万群众脱贫致富。

今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李小红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感言】

在这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斗中，我只是一粒毫不起

眼的小小细沙，我为自己能有幸参与其中而感到无比荣

幸。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将融入乡村振兴的伟大战

略，在巩固脱贫成果的道路上永不停歇。

来自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报告
——在湘全国人大代表、住湘全国政协委员战贫故事

【见证】

2015 年，阳海玲辞去城里的稳定高薪工作，与

好友在国家级贫困县新化县联合创办了锄头娃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当上了新型职业农民。

新化县紫鹊界梯田有 2000 多年的农耕历史。为

帮助乡亲们脱贫，阳海玲创办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通过电商等平台销售大米，帮助农户解决了水稻销

售问题。

2018 年，阳海玲任新化县接龙村党总支书记，

紧盯“村有主导产业，户有增收门路，人有增收技能”

的目标推进“造血式”扶贫，逐步将接龙村建设成为

乡村旅游样板村，全村 26 户贫困户 61 人全部脱贫。

【感言】

改变传统“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发展模式，

将现代农耕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使农耕成为一种休

闲享受，使农民成为一个光鲜时尚的新职业，是我的

梦想，也是我的责任。

【见证】

“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这些

年，谭泽勇发挥楠木桥村党总支的旗帜引领作

用，大胆探索由 9 个村党支部、276 名党员参与的

“连村联创、抱团攻坚”党建引领扶贫新模式。

抱团攻坚，核心是发展产业。谭泽勇依托楠木桥大

学生村官创业园，组织9个村的扶贫产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成立谭家寨乡“宝库岭”扶贫产业园开发有限公

司，共同组建核心扶贫产业园，集约土地2000亩。

通过抱团攻坚、人人脱贫、共同富裕，“连村

联创”实现 9 个村 646 户 2383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村村都有了收入超 10 万元的支柱产业和集

体经济，人均增收 3000 多元。

今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谭泽勇

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感言】

今后，我和乡亲们要继续开展“连村联创”，

抱团攻坚，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小

康路上不落下一人。

【见证】

沈昌健父子两代人，40 多年接力追求油菜科研

梦想，目的就是让乡亲们脱贫致富。

“沈杂油 1 号”，是沈昌健呕心沥血培育出的杂交

油菜新品种，堪称油菜品种中的“金种子”。每年，沈

昌健自己示范种植油菜 2000 多亩，还免费为贫困户

提供油菜“金种子”1000 多斤，带动周边农民种植油

菜 2 万亩，无偿为他们提供种植技术，仅油菜一季就

帮助农民增收 2000 多万元。

徐淑玲是村里的贫困户，为了帮助她脱贫，沈昌

健每年无偿给她提供油菜“金种子”，并进行技术指

导。在沈昌健帮助之下，徐淑玲每年仅一季油菜就增

收 3 万多元。连续 3 年后，她不但还清了欠账，还靠油

菜种植实现了脱贫致富。

目前，白云村全村有 100 多农户在沈昌健的带领

下，靠种植“金种子”油菜实现了脱贫致富梦想。

【感言】

作为农民代表，追寻油菜科研梦想是本职，带领

农民圆致富梦想是本分，为民排忧解难是本职。

【见证】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是金融扶贫的一支重要

力量。

“我们发放了全省20%以上扶贫贷款、70%以上易地

扶贫搬迁贷款、95%以上助学贷款，累计金额超 1100亿

元。”袁建良介绍，国开行湖南分行目前已帮助81.41万名

家庭困难学生解决后顾之忧。

作为金融扶贫的亲历者，袁建良持续推动武陵山、

罗霄山等集中连片贫困地区铁路、高速、机场等综合交通

体系互联互通建设，见证着我省贫困地区多点对接北上

广、出省大通道越来越多、天堑变通途的奇迹。

如今，通过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撬动贷款，我省 41个

贫困县、4914个贫困村解决了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我们帮助很多乡村建起了‘五位一体’的农村综

合服务平台，沙洲村服务中心就是其中之一。”袁建良说。

【感言】

作为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为贫困地区提供融资融

智融制服务，让贫困地区群众感受到金融政策温暖，是我

们的初心和使命。

【见证】

杨莉与栀子结缘近 10 年，已然成为栀子的代

言人、我省栀子产业的开拓者。

岳阳屈原管理区营田镇，杨莉一手将这里打造成

闻名全国的“栀子小镇”，并辐射汨罗市、华容县等地，

建成栀子基地16个，栀子种植总面积近20万亩。漫山

遍野的栀子花开，引得全国各地的客商纷至沓来。

“按每亩每年盈利3000多元来计算，种植30亩的

农户约增收10万元。目前，合作社已带领2000多户农民

致富，219户实现脱贫。”杨莉说，许多乡亲在家门口实现

了就业，鼓了腰包，不仅建了新房，还买上了小轿车。

“种栀子可以受益50年。”春节刚过，杨莉就忙着接待

前来“考察”的外地乡亲们：保底价收购，每亩收入不低于

3000元。杨莉希望，今年能带领更多乡亲种上“摇钱树”。

【感言】

奔走于乡村振兴的田野上，带动农民兄弟姐

妹发展栀子产业，为乡亲共同富裕铺路。

【见证】

2012 年回乡创业的朱登云，扎根靖州渠阳镇大笋坪

村，学养殖技术、筹措资金，带领乡亲们成立了合作社，

发展山羊养殖。

通过多年发展，目前合作社年出栏优质山羊近 4000

头，合作社成员由成立之初的 5户增至 150多户。合作社还

利用山羊养殖产生的有机肥，种植紫玉淮山、鱼腥草等，进

一步拓宽了致富路子。68岁的村民梁仁清去年上半年起到

合作社务工，一个月有 3000元收入。今年刚过完年，他提出

可以多分配些羊让他管理，还主动要求学习病疫观察、防

控、日常处理等技能。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山货出山变得困难。朱登云成

立了网上直销和农副产品配送部，整合本地特色生态农

产品，通过网络预售和订单模式，带领乡亲们把山货卖

到了全国各地。

【感言】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应进一步完善各种激励

扶持措施，让合适的人去做力所能及的事，让村民都能

“人尽其才”，朝着幸福美好生活迈进。

【见证】

2017年 4月，王填实地考察花垣县十八洞村后，投

资 3000万元建设了“十八洞村”山泉水厂，助力十八洞

村长远发展。水厂投产后，他将收益的 15%支付给十八

洞村集体作为资源使用费，还提供30多个就业岗位。

2018年初，十八洞村山泉水正式大规模对外销售。

2018至 2020年，水厂已给村集体提供了近 200万元的

分红，村委用这些钱为村民买社保、做公共服务、帮扶贫

困家庭、奖励考上大学的优秀学子等，深受群众欢迎。

在花垣县岩锣村，步步高挖掘当地贡米的历史文化

背景，以此为品牌建立贡米农业岩锣米厂。2020年，岩锣

米厂全年销售近200万元，岩锣村村民享受50万元分红。

步步高还先后与通道、绥宁、永顺签订农产品采

购协议，利用门店和物流网络，让特色农产品从深山

走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感言】

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步步高走出了“一瓶

水、一袋米、一桌菜”的产业扶贫之路，这是一条通往

美好生活之路。

【见证】

在精准扶贫中，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利用旗下

省茶业集团优势，为农民增收打造了一个重要渠道。

湖南茶产业基地主要分布在武陵山脉、罗霄山

脉等地区。李云才不仅身体力行搞调研、抓产业、授

技术，还经常为湘茶代言、为茶农发声。

去年早春，他在罗霄山脉茶叶扶贫基地，发现一

种病害居然在早春就发生了。他果断请各路专家视

频“会诊”，一举挽回了损失。

受疫情影响，湖南多地出现茶叶销售难。李云才

及时发起“网上喝茶”活动，通过线上影视与线下展

览相结合，利用省供销总社仓储体系，促进了产品销

售和农民增收。

开展茶产业帮扶以来，省供销系统已在全省帮

助 20 万户、5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人均茶叶收入在

4000 元以上。在湘西自治州，茶产业占产业扶贫比重

达 73%，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茶”“扶贫茶”。

【感言】

将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茶产业精准扶贫

功不可没。小小的茶叶，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

【见证】

5年多前，王国海带队到省级贫困村宁乡市珊瑚

村联点扶贫，用心用情谋划珊瑚村的致富之路，并把

这里确定为致公党长沙市委会的精准扶贫基地。

各方努力下，珊瑚村争取到各类资金近 3000万

元，建成了村民活动中心等多项设施，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发展了水果、玫瑰、芦笋等基地和休闲农业、光

伏发电、电子扶贫车间等产业，集体经济逐步壮大。

因病致残的喻光明，是王国海的结对帮扶对象。

王国海联系爱心企业支持喻光明危房改建资金 10万

元，帮助他家搬进新房。在王国海鼓励下，喻光明的女

儿考入吉首大学，毕业后找到心仪的工作。

如今的珊瑚村，不仅成功脱贫，还成为了省级

“同心美丽乡村”。

在王国海的办公室书柜里，收藏着他 10 多年

来资助的 100 个贫困家庭孩子寄来的上千封书信。

他说，“这是我最珍视的礼物。”

【感言】

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都是需要思考和探索的课题。我将继续努力。

2013年11月3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跨 越

崇山峻岭，来到十八

洞 村 考 察 ，提 出“ 精

准扶贫”重要论述。

作 为 精 准 扶 贫

首倡地，湖南牢记总

书 记 嘱 托 ，秉 承“ 首

倡 之 地 当 有 首 倡 之

为 ”，交 出 了 一 份 厚

重的脱贫攻坚答卷。

到 2020 年底，湖南 5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6920 个 贫 困 村 全 部

出 列 、767 万 贫 困 人

口摆脱贫困，绝对贫

困 和 区 域 性 整 体 贫

困全面消除。

艰难困苦、玉汝

于成。在这场彪炳史

册的战斗中，许多在

湘全国人大代表、住

湘全国政协委员，都

是重要的参与者、践

行 者 、见 证 者 。全 国

两会召开之际，我们

走近部分代表委员，

聆 听 他 们 的 扶 贫 故

事，感受湖南战贫奔

小康的波澜壮阔。

【见证】

1984 年，王怀军回到家乡石门县雁池乡当了乡村教

师，一待就是 37 年。

从破旧的校舍到整洁的多媒体教室、摆满器材的实验

室、饭菜飘香的食堂……王怀军眼看着大山怀抱中的学校

变了模样，也见证了山里娃用知识改变的人生。

学生敏敏（化名）父母均患残疾，家里捉襟见肘，王怀军

自掏腰包资助。初三那年，敏敏因患上心理障碍辍学，王怀军

联系扶贫队找医院去治疗，自己也经常去家里开导。共同努

力下，敏敏复学了，还代表学校在全国计算机竞赛中获奖。如

今，敏敏已参加工作，月薪8000多元。

王怀军到任校长那年，正值秋季开学。260多名在籍学

生，报到只来了 160多人。王怀军带上花名册，走了 21个村，

磨破两双胶鞋，硬是把学生们一个个劝了回来。

“他们成才了，我所做的一切都值得。”王怀军说。

【感言】

用知识改变命运，才可以阻止贫困代代相传。我将

继续尽心培养好山里的孩子们，教育他们反哺家乡，为

推进乡村振兴添一把力。

【见证】

扎根农村的第10个年头，比起耶鲁毕业生这一“标

签”，大家更多地把秦玥飞定义成一名扶贫工作者。

2019 年，秦玥飞带领黑土麦田青年扶贫工作

队，推动花垣、衡山多个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湖南一

家知名茶油企业共同成立扶贫公司，实现了企业富

余产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机结合、优势互补。

2020 年，该项目纯利润超过 100 万元。

去年疫情期间，黑土麦田青年扶贫工作队将几

个村的优势扶贫产业整合成一个自热牛肉米粉项

目，符合大家当时的宅家需求，产品推出后在年轻人

中很受欢迎。

眼下，秦玥飞和他的团队更加关注产品附加值高

的项目，以期帮助到更多村民，更好地衔接乡村振兴。

【感言】

黑土麦田青年扶贫工作队将创新乡村产业发展

模式，使其更符合产业逻辑，经得起市场考验，助力

乡村产业振兴。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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