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周玉英娭毑， 杏村的
居民都会摇头叹息: 这个老人
太不容易了。

在外面打工的儿子因车祸
去世， 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媳妇
被娘家人接走，留下9岁的智力
残疾孙女让她照顾扶养，69岁
周娭毑的人生虽然坎坷， 但对
生活不悲观，自己种田备口粮，
种小菜挑到镇上去卖， 辛苦维
持生计。

“我自己要用多少钱呢？主
要是为了孙女啊。”看着独自在
门口玩耍的小亮， 周玉英娭毑
眼睛红了， 这可是谢家唯一的
血脉了。她每天忙碌干活，省吃
俭用， 只是希望给孩子多存点
钱，为她找到一家托养机构。

今年初， 长沙市知识产权
局扶贫特派小组在长沙市能源
局的帮助下， 决定在村内实施
“光伏扶贫”项目，周玉英家被
确定为首批帮扶对象。

“因为地势开阔，杏村的日
照资源丰富， 适合光伏发电。”
陈永亮介绍， 光伏发电不仅绿
色环保， 还减少了贫困户的电
费支出， 而发电设备从阳光中
多吸收的电， 可并入国家电网
进行回收， 为贫困居民增加了
卖电的收入。

目前，村里已经有8户贫困
户家中免费安装了光伏设备，
周玉英就是其中之一。 记者在
周娭毑家中看到， 家门口墙壁
安装了电箱， 吸收太阳能的设

备安装在楼顶， 产生的高压电
流自动转化为低压电， 进入家
里的电网； 而多余的电流则并
入国家电网中。

“按照估算，周娭毑家不但
可以不用交电费， 每年大概还
能收入4000元。”一套设备可发
电25年， 省去的电费和产生的
电量可为家庭增加5000-6000
元的年收入，“钱景”非常可观。

陈永亮分析，这种光伏发
电的“精准扶贫模式”， 对于
周娭毑这样因病、因残或者缺
少劳动力的贫困户来说，是一
件“人在家中坐， 钱从天上
来”的好事情。接下来还将为
更多贫困户安装， 增加他们的
经济收入。

因病或因残， 贫穷
的原因只有几个， 脱贫
的路子却是各种各样。

杏村为什么这 么
穷？ 村里以前也尝试过
产业脱贫，种植烤烟，最
后亏了。 还尝试过种植
蘑菇，最后也亏了。杏村
村主任周瘦春透露，缺
乏经验， 没有做好产业
前景规划， 是杏村脱贫
失败的原因。

没能搭上旅游致富
的这艘“金船”，幸运的
是， 杏村至少等来了长
沙市知识产权局的“脱
贫大巴”。经过一年多的
帮扶，154户贫困家庭年
收入已经大涨， 从原来
的2000元增至4000多元，
或许马上就可以摘掉
“贫穷”的帽子。

“我们会继续寻找
好的产业， 引入到村里
来， 让这些贫困家庭也
尽快小康起来。”陈永亮
表示,现在还有多个脱贫
项目在“可行性” 验证
中， 实施后会给贫困家
庭带来更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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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点
简介

帮扶单位
长沙市知识产权局

杏村位于宁乡县西南
部，枫木桥乡北部，距县城
约50公里，村域面积9.4平
方公里，1107户，3864人。
该村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
主，没有产业和基地支撑，
群众生活困难。 全村现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154户，共
计贫困人口517人。

村貌介绍

长沙市宁乡县灰汤
镇杏村

对口地点

●改善基础设施建
设。一是修复农田水利，修
复杏村水库、 水洞坑水库
的左右干渠， 修补渠道沿
线涵洞，清除渠内淤积物，
解决两座水库下游2300余
亩良田的灌溉问题。 二是
亮化村组主干道， 逐步对
村组公路主干道进行路灯
铺设，实施亮化工程。三是
硬化村级公路,逐年将杏村
小学至黑眼冲、 太山坡等
公路进行硬化的工程纳入
乡村道路建设项目。

●加强公共服务能
力。 进一步改善杏村小学
办学条件， 加强硬件实施
配套，提升师资能力水平。
切实做好困难老人、 留守
老人的服务工作， 建立一
所养老服务中心。

●增强自我脱贫致富
能力。 一是组织贫困户开
展养殖等农业技能培训，
让贫困群众掌握一技之
长，鼓励农户自己创业，引
导农户走出去就业。 二是
发展产业培植，抓住“美丽
乡村”建设契机，充分利用
杏村现有资源，发展1-2个
养殖生态农家乐， 产业引
导致富。

扶贫成效

会下“金蛋”的鹅飞到这里
宁乡灰汤的贫困村：没搭上“旅游致富金船”，幸运赶上“脱贫大巴”

宁乡灰汤镇，这个有着温泉资源的旅游小镇，还会有贫
困村？得知单位对口扶贫地点在灰汤的杏村，长沙市知识产
权局的扶贫特派小组成员们，几乎都不敢相信。

但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有着美丽名字的小村，地理位置
偏僻， 产业结构单一，2015年才随枫木桥乡并入灰汤镇。现
在贫困户达到154户， 贫困人口的年均收入仅约2000元。这
些贫困家庭有着共同的致贫原因：因病或者因残，家中没有
劳动力增加收入。在别的家庭逐渐富裕的时候，贫困家庭却
日渐窘迫，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015年起，长沙市知识产权局扶贫小组进入杏村帮扶，
亮化道路、维修学校……扶贫特派小组成员一边改变所有村
民的生活条件，一边为贫困居民寻找致富的路子。

如今一年时间过去，村民脱贫了吗？未来可以过上怎样
的幸福生活？记者走访杏村，听听这些村民的说法。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熊力

天气慢慢变冷了， 喻冬强
决定，把猪舍的窗户都用塑料膜
封起来， 不让冷风灌进舍栏里。
猪舍中养的可不是“坚强猪”，而
是他视为宝贝的大雁鹅。

这18只肥肥胖胖的鹅，虽
然呱呱吵个不停， 在喻冬强看
来却是非常“可爱”的。“养了3个
月，马上就可以卖钱啦。”这三个
月来， 喻冬强每天定期去稻田、
水渠中放鹅， 还要割草回来喂
鹅，半点都不敢敷衍，等的就是
卖鹅的这一天。 他粗粗算了下，
一只鹅大概六七斤，一斤的价格
是12元， 这18只鹅至少可以卖
1600块钱。

14岁那年， 原本上初中的
喻冬强突然患上了精神方面
的疾病， 不能去上学， 在家还
需要人照顾看守。“没人陪着
就会出事！” 已经67岁的父亲
喻桂明告诉记者，有一次家人
疏忽了， 喻冬强就引发了火
灾， 把整个家里都烧了个精
光，现在屋内屋外都还是黑乎
乎的焚烧印记。

但更令家人难以负担的，
是喻冬强的医药费。 刚患病的
时候， 他每天都要吃好几种药
才能控制病情， 每天药费就要
几十块。原本还算小康的家庭，
瞬间就“因病返贫”。

同时，喻冬强的母亲被查出
有肾病， 其中一个肾已经没有
功能， 另外一个也不断地在损
坏。“她本来身体就弱，没有太多
劳动能力，后来就更严重了。”喻
桂明说， 家里的存款一下子花
光，后来还欠下了很多债；因为
儿子和妻子都没有办法劳动，年
纪渐大的他也无能为力了，所以
成了现在这样的状况。

今年初，长沙市知识产权
局与一家鹅业公司合作， 在杏
村的贫苦家庭中实施产业帮扶。
“我们提供鹅苗， 贫困户负责养
大，然后再由公司进行收购。”长
沙市知识产权局扶贫特派小组
驻村第一书记陈永亮介绍，每个
家庭可自愿领取鹅苗，鹅业公司
的技术人员指导养殖。

喻冬强首批申领了22只，

成为一名勤奋的“牧鹅人”。第一
批的鹅苗，3个月的养殖期后，喻
冬强卖了1600多元， 现在这批
鹅也即将“出栏”， 他有生以来
的第二笔收入即将“入库”。

第三批小鹅苗又可以申领
了，喻冬强坦言，现在自己能按
时吃药，病情可以控制，还能照
顾老人，养鹅赚钱，日子确实很
有盼头。

“养鹅的模式很成功，接下
来我们会为村民打造一个农产
品销售渠道，芋头、土鸡等农家
的产物， 村民都可以去卖。”陈
永亮坦言， 目前已经和酒店洽
谈好，即将开始“运作”。

【主人公】 喻冬强，26岁

【主人公】 周玉英，69岁

记者
手记

搭上了这辆
脱贫的“大巴”

“大雁鹅”就是可爱“致富鸿雁”

屋顶装光伏设备每年可赚4000元

宁乡县灰汤镇杏村， 贫困村民喻强在向长沙市知识产权局扶贫工作人
员介绍“大雁鹅”的养殖情况。 记者 李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