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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黄柳英

【村情概貌】

永州市冷水滩区上岭桥镇仁山村，共有村民

423 户 1493 人，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湖南省同心美丽乡村

示范村”。

全村有耕地 3474.86 亩。2019 年，该村将村民

的土地流转到村集体，与湖南湖美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合作打造 2000 亩田园综合体旅游景区，

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18 年的 10 万元提高到现在

的 32 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26800 元。

【现场见闻】

白露暖秋色，满园绕黄花。从吴姣凤家二楼的

落地窗望出去，仁山湖美田园景区内的小路铺满

了金盏菊，阳光下开得灿烂。七彩稻田已由绿变

黄，在微风轻抚下泛起一波波稻浪。更远处的坡地

上，一群戴着草帽的妇女正弓着身子扯花生。

这样好的田园秋色，让人的身心都慢了下来。

“比起城里，我更喜欢住在村里。”吴姣凤说。去年

10 月，景区开园，她从市区回到仁山村，将老房修

葺一番，办起了农家乐，从此，便舍不得离开。

仁山村地处永州市冷水滩区城市东侧，2019

年，投资 3.5 亿元的仁山湖美田园综合体项目落地

于此，不仅成了城里人心向往之的短途旅游目的

地，更让闲置的土地物尽其用、村民增收致富。

乡村变景区

9 月 6 日中午，来自广西桂林的刘先生恋恋不

舍地把行李放进后备箱，准备驱车返程。刚刚过去

的周末，他在仁山村订了两间民宿房，一家 4 口痛

快地玩了两天。“城里住久了，想感受农村生活，这

里离得近，周末过来住正合适。”他说。

去年 10 月 1 日，仁山湖美田园景区正式开园，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今年春节期间，景区日

接待人数一度超过 5 万人，村里停满了车，后来的

游客只能把车停在马路边排“长龙”。

土生土长的陈玉秀说：“我在这里生活了 60

年，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让她惊讶的不仅是纷至

沓来的游客，还有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放牛的地

方成了马场，荒地种出一片片花海，摩天轮、跳楼

机、大摆锤等城市“潮物”一件一件安营扎寨。

记者走访时看到，景区内有智能大棚区、农耕

体验区、亲子拓展区、田园牧场区、康体养生区、特

色种植区等，骑马休闲之余还能采摘、种地、垂钓。

傍晚，60 岁的刘良凤和 65 岁的李爱民开着三

轮车运垃圾，经过种植区时被景区负责人喊停。

“明天大棚要种菜，需要 6 个女工。”

“好的，我马上到村里问问谁得空。”

刘良凤、李爱民是这里的“万金油”，不仅承包

了景区内的修修补补工作，还管上了临时工招聘。

人勤快，待遇自然不会差，“每月工资 6000 到 7000

元，从不拖欠工资。”刘良凤很满意。

56 岁的黄小年也在这里谋得了一份好差事，

每天给景区里的鸡、鸭、猪、鱼、梅花鹿、孔雀等喂

食，顺带浇一浇花，一个月工资有 3000 余元。“孙子

不用我带，在家闲着不如找点事做，不给孩子们添

负担。”

仁山村党支部书记刘良新介绍，从前村里无

集体经济，村民收入单一。仁山湖美田园景区流转

村里土地，每亩租金 350 元，每年另给村里 10 万元

服务管理费，还安排了 400 余名村民在景区就业，

村民的收入来源变得多元化。

农民当老板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落日余晖中，七八

个村民在进村路口的柳树下纳凉，聊着家长里短，

悠闲自在。

“你们从哪里来？”一句问候拉近了彼此距离。

得知记者来意，一位大姐兴奋地介绍，“你们来对

了，我们村搞得好嘞，株洲、衡阳、郴州、桂林的都

来我们这学习！”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沿着干净宽敞的村道往里走，看到的房子皆

是红墙青瓦，窗明几净。2018 年，仁山村按照“修旧

如旧”的原则，对村里 80 多套房子进行立面改造，

打造“红砖文化”的区域特色，留住乡情。

“连片的红房子很打眼，租一间办个农家乐，

肯定有人来。”走进仁山农庄，老板罗海燕正猫在

菜园里浇水。房前屋后的数块菜地里，种了辣椒、

茄子、黄瓜、豆角、南瓜、苦瓜等蔬菜，闲时三五知

己来做客，大家一起摘菜做饭，小酌几杯，谈天说

地，十分惬意。

仁山农庄是村里第一家农家乐，回忆创业过

程，罗海燕心情激荡。生意好时，6 个包厢不够坐，

要在房子前坪加摆几桌。村民见此纷纷效仿。

种了 20 多年西瓜的刘良美，也想加入“老板”

之列。为了办出特色，他将自家房子内部装修成全

木风格，还腾出两个房间办民宿。“来吃饭的客人

都夸我的房子好看，有返璞归真的味道，争着去房

间参观。”刘良美自豪地说。

刘良美点子多，今年“五一”假期，他每天运盒

饭到景区卖，一餐就能卖 200 多盒，纯利润 1000 多

元，惹得同行投来羡慕眼光。

目前，全村农家乐增至 8 家，还有 15 家正在建

设。今年春节期间，不少农家乐日入万元，月营业

额达到 20 万元。

50岁的刘良忠也有自己的生意经。他的房子位

于村口，2019 年，他将一楼门面加宽，开起了小卖

部，二楼的三室一厅以每月 900 元的价格租给景区

的工人。景区开放前，施工工人多，消费大，一个月

营业额能超万元；开放后，游客多，生意更加红火。

“整个村数我的店生意最好。”刘良忠干劲十

足。现在，他又卖起了桶装水，“全村只有我一家在

卖。每 3 天给景区送一次水，一次送 130 多桶，家里

又增加一笔收入。”

产业兴带动乡村美，村民积极投身“美化家

园，美丽人居”环境整治，推动建设标准一流的乡

村旅游目的地。去年，该村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景

区、全国生态农业发展示范基地、湖南省科技农业

示范基地，成了永州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

个典范。

■记者手记

沉浸式农旅体验大有可为

黄柳英

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农业，创建集绿

色宜居、度假宜游、休闲宜生为一体的田园综合示

范区，仁山村这步“棋”走对了。景区开放不到一

年，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沉浸式农旅体验市场潜

力可见一斑。

在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的今天，越来越多游

客的度假需求倾向于“返璞归真”，碎片化的假期

也使得城市周边观光休闲农业越来越受青睐。位

于城郊的仁山村人敏锐地感知到市场需求，并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打造体验式农旅“套餐”，牢牢抓

住了周边城市生活者的心。

沉浸式农旅体验大有可为，观光农业应跳出

农家乐、采摘乐等传统简易模式，设计多种形式并

存的综合项目，为游客提供更“对味”的旅游产品；

同时，进一步发挥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推进新农村

家园建设和文明乡风建设，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施泉江

9 月 8 日，火辣的太阳炙烤大地。娄底市

娄星区匡家村村道施工现场，五六台挖掘机

穿梭不停，预计到 10 月底，村道改造任务将

全部完成，11 月底全线通公交车。这标志着

娄星区计划的 18 条城乡公交线路将全部开

通。

去年 11 月 26 日至今年 1 月 22 日，省委

巡视组对娄星区开展为期近两个月的常规

巡视。巡视反馈意见指出，该区“城乡公交一

体化 6 个乡镇全覆盖、20 万群众同受益”的

目标没有兑现。

巡 视 ，为 这 项 工 作 注 入 了 一 剂“ 强 心

针”。针对这一问题，娄星区经过仔细研判，

决定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好、管理好、

养护好、运营好）建设为抓手，推动城乡公交

一体化建设，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为

此，娄星区成立了‘四好农村路’建设领导小

组 ，因 地 制 宜 ，创 新 性 推 行‘ 三 干 五 零 ’模

式。”娄星区交通运输局负责人介绍。

“三干”，即夯实乡村主体责任，干部带

头干；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群众自愿干；激发

干事创业活力，干群一起干。“五零”，即工程

建设零利润、占用土地零（资金）补偿、出工

出力零报酬、优化环境零阻工、群众满意零

上访。

沿着高登河盘山而上，一条长约 10.8 公

里的同安-新庄生态文明样板路呈现在记

者眼前，道路两旁树木葱郁，公路标识标志

齐全。位于公路一旁的洪山村，是 103 路城

乡公交线的始发站。

正在一旁候车的村民贺玉幸正准备搭

车去城里逛一逛。“现在可方便着哩，公交车

18 分钟一趟，20 多分钟后就可以到城里，我

基本上每隔三四天就会进城一趟。”贺玉幸

说，“以前，村道坑坑洼洼，也没通公交车，进

城靠走路，每次差不多要花两个小时，很不

方便。”

正说着，从城里来的肖春和也凑了过

来。“我是一名奇石收集爱好者，现在只要天

气好，都会花上几十分钟，坐 103 路来高登

河边寻找石头和化石。”

“门前沥青路、出行公交车。”受益的不

仅仅是群众，还有当地的农家乐。位于娄星

区双江乡农新村的“莫言醉”农庄，是一家集

农产品加工销售、餐饮、民宿等于一体的休

闲农庄。老板贺桃雄乐呵呵地说：“以前，因

为路不畅、车不达，来农庄休闲的游客少；现

在大变样了，平日里不少人开车或搭公交车

来这里体验乡村生活。尤其是节假日，最多

的 一 天 有 2000 多 人 ，农 庄 收 入 也 水 涨 船

高。”

“巡视整改出发点在群众，落脚点也在

群众。”娄星区委书记李彦文表示，全区将牢

牢扛住巡视整改这一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

向，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切实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整改成效

娄星区委始终坚持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的重要检验，先后召开区委常委会议 4

次、书记专题会议1次、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

议14次和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把落实

巡视整改和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

用好巡视整改成果，放大巡视工作效应。

同时，区委紧扣省委巡视组反馈的问

题，逐条讨论、反复研究，逐个逐项制定整改

措施，明确牵头领导、责任领导、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在巡视反馈问题的基

础上，举一反三，在信访百日攻坚、“无籍房”

办证、乱占耕地整治、环境保护、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工程招投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7个方面开展专项攻坚。

截至目前，巡视反馈的 4个方面 50个问

题，已完成整改 30个，基本完成整改 15个，

长期整改 5 个；巡视移交的 14 个立行立改

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巡视移交的 866件信

访件，已全部办结。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杨佳俊

“退休了，也要做一头永不停歇的老黄

牛。”这是 65 岁的陈和平给自己的定位。

9 月 2 日，记者前往株洲采访这位“老黄

牛”。刚刚出院的他，手上还戴着病患手环。

采访开始前，陈和平从裤兜掏出一盒清

凉油，右手食指熟练地揩了一点，用力在太

阳穴和人中上来回涂抹。顿时，一股浓烈、刺

鼻的清凉油味道在办公室弥散开来。

60岁，调研员当“村官”，烧一把
猛“火”

2016 年 ，株 洲 市 委 组 织 部 发 出“ 招 贤

令”，号召退出领导岗位的干部到省级贫困

或软弱涣散村任职 3 年。

那一年，陈和平 60 岁，在株洲市纪委监

察局工作了 24 年的他，正准备从正处级调

研员岗位上退休。

得知此事后，陈和平没有丝毫犹豫，第

一时间报了名。

“我是党和人民培养的干部，到村里任

职，就是回报党和人民。”就这样，陈和平来

到渌口区朱亭镇浦湾村任村党总支书记。

浦湾村由原来的兴隆、春石、高升 3 个

村合并而成，村情复杂。

“9 点开会 10 点到，10 点半钟哈哈笑，到

了 11 点，三言两语就完了。”上任第一天，陈

和平明白，这个“村官”不好当。

村看村，户看户，人民群众看干部。陈和

平决定烧一把猛“火”。

建章立制。他定下规矩：通知几点开会

就必须几点到，迟到的罚 50 元钱作“学费”，

以示警戒。

大家点头同意，想看看这个新来的村党

总支书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然而，随后第一次开会，仍有人迟到。

如何处理？罚还是不罚？能不能服众？陈

和平心里没底。

晚上，他找到白天开会迟到的支委谈

心，将纪律和制度的重要性逐一道出。

“明天开会，要么我交 50 块钱，说明我

执行纪律不力；要么你交 50 块钱，表明你迟

到，甘愿受罚。”陈和平说。

看到陈书记如此赤诚，这位支委大受感

动，当即表态：“书记，你说得对，我认罚。”

次日开会，这位支委主动站起来说：“上

次开会我迟到，违反了纪律，今天我做检讨。

希望大家都要遵章守纪，这样，我们浦湾村

才有希望。”

开展“微党课”、组建党员突击队……一

系列举措相继出台。

制度立起来，人心聚拢了，干事也就顺

畅了。

根据浦湾村的实际情况，陈和平制定了

“一村一环三区”的发展规划：计划通过 3-5

年创建美丽乡村，打通连接全村 3 个片区的

绕村环道，利用区位优势打造湘江休闲旅游

区、立体林业区和鲜果小镇区。

3年时间，陈和平为村里争取了3000多万

元资金，开展项目建设30多个。环村公路拉通，

3个特色片区格局形成，浦湾村从一个远近闻

名的“软弱涣散村”一跃成为“先进示范村”。

2019 年，浦湾村入选第一批国家森林乡

村名单，获省级“文明村”“美丽乡村”“党建

示范村”等荣誉；2020 年，获得“全国文明村

镇”称号。

“奋斗的歌谣朝着幸福唱，美好的明天在

浦湾。”2019年，陈和平所写的村歌——《浦湾

之歌》代表湖南省参加 2020年全国首届村歌

大赛获二等奖，成为全国“百佳村歌”。这，也是

浦湾发展变化最真实、最生动的写照。

64岁，从农村到社区，唱一出
好“戏”

2019 年，3 年任职期满，陈和平准备离

开。当地却舍不得这位干实事的好干部。

“陈书记，既然您对朱亭镇这么熟悉，要

不您就留下来。”2020 年 4 月，朱亭镇聘请陈

和平为镇党建和经济社会发展顾问。7 月，

为了工作开展方便，镇党委决定让陈和平兼

任朱亭古镇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

一刻也没有闲下来的陈和平，为了对朱

亭镇的历史变迁与发展有更为清楚的了解，

白天走访村民群众，晚上查阅、搜集资料。60

多岁的他，每晚奋笔疾书，最终，撰写成了一

份详细的调研报告。

报告不仅对朱亭古镇的历史渊源进行

深入挖掘，还将朱亭古镇的资源和短板进行

梳理，提出“打造以朱熹文化为主线，集农业

旅游和人文旅游为一体，建设长株潭衡后花

园和休闲旅游度假区”的发展建议。

“朱亭古镇源于夏商，起于两汉三国，发

于唐宋，盛于明清，毁于日寇侵略，壮于林海，

兴于今朝。”陈和平说，“然而，近代以来，由于

朱亭古镇经济发展滞后，造成了‘朱亭无亭，

朱子无祠，紫阳无阁，街道破损’的现状。”

在陈和平看来，当地经济发展的破题关

键在于搞好古镇建设。这次，他决定搭一方

文化台，唱一出旅游戏。

为了搞好古镇建设，向上级打报告、找

企业谈合作……陈和平忙得不亦乐乎。

除了争取资金投入，陈和平还大力推进

社区环境建设，争取电信行业各单位支持整

治了社区网线“蜘蛛网”状况，争取水利部门

维修了沿河护坡……

“我有信心。”问及古镇未来发展，陈和

平的回答干脆有力。

今年 6 月，陈和平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无论身居何职，无论获何荣誉，陈和

平一直怀着一颗为民服务的真心，如同一头

老黄牛，在为民服务的原野上耕耘不辍、任

劳任怨。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巡视整改

打通民生“幸福路”
畅通城乡“微循环”
——娄星区推进巡视整改掠影

耕耘不辍的“老黄牛”
——记株洲市纪委监委原调研员陈和平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最美纪检人

城郊田园乐陶陶
——永州市冷水滩区上岭桥镇仁山村见闻

2020年 11月 11日，永州市冷水滩区上岭桥镇仁山村。 周勇 摄

走进乡村看小康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9日讯（记者 欧阳倩）9 月

8 日，壹城智库发布 2021 中国

市辖区高质量发展百强榜单，

湖南上榜 6 席（地级城市市辖

区），长 沙 6 城 区 首 次 全 部 入

选，其中雨花区位列第 15，排

名中部 6 省第一。

壹城智库从综合指标、创

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安全发

展 7个目标层面构建评价体系。

此次长沙 6 个城区排名均有进

步。其中，雨花区、芙蓉区、开福

区、天心区、岳麓区均跻身前 50

强，望城区排名第 51。相比于去

年的第 18 名，雨花区今年高位

进阶了3个名次。

2020 年，雨花区地区生产

总值达 2193 亿元，领跑中部城

区。截至 8 月底，雨花区成为全

省首个市场主体总量突破 20

万户的区县，市场主体每万人

拥有量全省最多。在一个多月

前举行的雨花区第六次党代

会上，该区提出未来 5 年立足

“中部领先、迈向全国十强”的

奋斗目标。雨花区主要负责人

介绍，将以雨花经开区、三大

片区（雅塘、高铁、红星片区）、

自贸试验区（高桥、高铁区块）

为抓手，“三轮驱动”跑出高质

量发展“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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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9日讯（记者 田

育才 通讯员 杨次洪）9 月 8 日，中国·张家界第五

届国际旅游诗歌节启动。当天，《诗刊》《中华辞赋》

公众号、中国诗歌网首页面，同步发布了本届诗歌

节“行吟诗歌奖”——“大爱张家界”诗歌大赛征稿

启事。

今年 7月底，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张家界

按下了旅游“暂停键”，切断了“德尔塔”变异毒株传

播蔓延的端口。经过 1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

抗疫的胜利。为感恩社会各界对张家界疫情的关注

和援助，展示张家界人民抗疫的责任担当，促进张家

界旅游全面复苏，张家界市人民政府联合《诗刊》社、

中国诗歌学会、省文联、省作协，于 9 月 8 日至 10 月

28 日开展“大爱张家界”诗歌大赛全国作品征集活

动，以“大爱”之名启动中国·张家界第五届国际旅游

诗歌节。诗歌大赛以张家界绝版风景和 2021年抗疫

为创作主题，体裁以现代诗歌为主，兼顾旧体诗词。

据介绍，今年的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拟于 11

月 19日至 22日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举行，将举行开

幕式暨国际旅游诗歌研讨会、参会嘉宾诗人和获奖

诗人分组诗歌朗诵活动、颁奖盛典暨“行吟中国·大

爱张家界”诗歌朗诵会、特邀嘉宾创作采风等活动。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9日讯（记者 吴

天琦 马如兰）今天，“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湖

南岳阳楼·洞庭湖文化旅游度假区在岳阳市南湖新

区揭牌，16 个文旅重大产业项目现场签约，总投资

近 139 亿元。

据悉，湖南岳阳楼·洞庭湖文化旅游度假区是在

原湖南岳阳洞庭湖旅游度假区（岳阳市南湖新区）的

基础上，于今年 5月 7日经省文旅厅批准更名设立的

新功能区。文旅度假区的规划范围涉及岳阳楼区、君

山区、城陵矶新港区、南湖新区和岳阳县“四区一县”

总面积 458平方公里，包括核心区和协同区。

湖南岳阳洞庭湖旅游度假区作为首家省级旅

游度假区，先后建成环南湖旅游交通三圈和配套的

龙山游客服务中心、龙山花卉植物园等一批重大项

目，打造方尚书广场、赏梅阁、南津古渡文化广场等

景点，运营悦客房车营地、南湖中洲飞行营地、自然

星球露营酒店、黄茶文化博物馆、茗香书院等文旅

项目，成功举办“中国杯国际定向越野赛”“洞庭湖

湿地音乐节”“全国黄茶斗茶大赛”及乐游岳阳“乡

味长廊”丰收美食节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打响“洞

庭南湖”生态文化旅游品牌。

揭牌仪式上，韩少功、叶文智、刘锋、林峰、郑

维、刘川郁、郑立国、袁健、徐飞雄 9 位专家获颁“湖

南岳阳楼·洞庭湖文化旅游度假区顾问聘书”。

湖南岳阳楼·洞庭湖文化旅游度假区揭牌
16个文旅产业项目签约，总投资近139亿元

张家界第五届国际旅游诗歌节启动
活动拟于11月 19日至 22日在武陵源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