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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 天空飘着小
雨，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
淑一村的黄豆种植基地,满
目青翠。 今年5月洒下的豆
苗如今长得已有半人高，枝
叶层层叠叠，其间一些小白
花与小豆荚探出脑袋。

而在村上另一头的水
库旁，300多亩桃林郁郁葱
葱， 金灿灿的黄桃挂满枝
头，煞是喜人。正在林中除
草的贫困户曹正新拍下美
图,上传朋友圈：“俺家的黄
桃熟了，数量不多欲购从速
呀。”照片里，他捧着桃，笑
得格外灿烂。

甜甜的桃， 喷香的豆，
正是淑一村171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走向美好新生活的
希望。

淑一村过去是一个以
水稻种植为主的典型农业
村，2014年被定为省级贫困
村。

如何改变现状？“这里
原名‘桃林村’，有‘十里桃
花’美誉，地质土壤适宜种

植桃树。” 淑一村党总支书
记文茂回忆，当时看到市面
上卖出30多元一公斤的黄
桃，村委班子动了心，决定
尝试种植黄桃。很快，由勤
劳肯干的李哪和文友三带
头， 把110户贫困户组织起
来，每户流转近3亩地，成立
左邻右舍种植专业合作社；
从炎陵买来树苗，在荒地上
挖坑、栽苗、施肥，种下一片
希望。

3年后， 到了桃树挂果
时，眼看着村前村后的灼灼
桃花，大家充满期待。但没
想到， 树只开花不结果，好
不容易挂果的又遭遇虫害，
一夜之间掉落了百分之八
十，村民们心疼不已。村上
没有放弃， 四处求教取经、
反复摸索、 请来专家培训，
通过降低氮肥使用量、大幅
度控枝、 套袋防虫等方式，
终于在2019年让又大又甜
的黄桃挂满了枝头。

形正、色鲜、肉脆、甜度
高，好品质的淑一村黄桃受

到市场热捧，新农人们采取
线上线下“两条腿”销售，并
推广订单式采摘、现场体验
等项目，32元1公斤仍供不
应求。2019年，村上产出3万
余公斤黄桃，获纯利润50余
万元，今年预计将产果8.5万
公斤。

“由于种植黄桃, 对技
术要求颇高，今年我们又拓
展了新的扶贫产业。” 文茂
介绍，村上成立舒宜种植专
业合作社， 流转170余亩土
地发展黄豆种植，并邀请省
农科院专家现场指导。“今
年预计黄豆产量可达4万余
公斤，实现每户增收3000元
左右。”目前，合作社已与食
品公司达成合作，将黄豆加
工成香干、油豆腐等，并冠
名“淑一豆香坊”上市销售。

该村在2017年底成功
摘掉了“省定贫困村”的帽
子， 截至2019年底已脱贫
167户540人， 剩下的4户10
人将在今年实现兜底脱贫。

■记者 谢璐

记者探访脱贫路，近距离感受并记录14个市州贫困村“摘帽”奔小康的喜人变化

“淑一”、“富溪”，两村脱贫“秘诀”是啥
贫困村， 是脱贫攻坚的第一

线。贫困户，都有党员干部“结对”
帮扶。

贫困村，要脱贫，怎么办？全省
上下都在努力探索，扶贫干部都在

积极奉献。
贫困村，脱贫各有特色，党建引领、发展产业、能人引领、教育扶贫等，

一条条脱贫路，引领广大贫困户走向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社记者深入探访贫困村。本报今起推出专栏“记者探访脱贫路”。

富溪村以“富”命名，多
少年来却一直与“穷”字作
斗争。现已今非昔比。

7月19日下午， 湘赣边
界，大山深处，浏阳市张坊镇
富溪村如诗如画。太阳躲在云
后，清风阵阵徐来，竟有几分
凉意。 在铁页组的一个山冲
里， 不时传来欢快的笑语声，
20多名村民正挥汗如雨，为
村集体的茶叶基地除草。

“以前，空有一身力气没
地方用；现在，家门口就有事
做， 还有一天一二百元的收
入。”38岁的刘秀花一边挥动
小铁锄除草,一边说。

2014年，富溪村被定为
省级贫困村，同年被定为长
沙市唯一的国务院扶贫监测
点，由长沙市天心区、长沙市
人大办公厅、 长沙市发改委
进行结对帮扶。2017年，富溪
村实现整村脱贫摘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富溪到处绿水青山，如
何才能转变为金山银山 ？
2018年3月，一到富溪村，长

沙市天心区派驻干部、富溪
村第一书记彭昂就开始了
思考。“我刚到村时， 村集体
仍无任何产业、 无一家正规
企业。”他说，反复调研后，扶
贫队与村上确定了茶叶、竹
木加工业两大主打产业。

有了好的想法，要想茶
叶项目能真正发展起来，富
溪村铁页支部支委李建国
首先想到的是发挥党员带
头作用， 产业延伸到哪里，
党组织就延伸到哪里。

2018年，为流转土地推
进茶叶第一期150亩示范基
地的建设，李建国和支部党员
放弃周末和夜间休息时间，挨
家挨户反反复复做工作。

茶苗种下后， 他们发
现，从云南西双版纳引种的
土鸡食草性强，且鸡不吃茶
叶。于是富溪村又开始组织
实施茶园土鸡养殖项目，第
一批2000余只土鸡成功为
40多亩茶园除草。

紧接着，村上引进本村
在外经商的能人李荣庆，村

集体入股成立长沙富溪源
竹木制品有限公司。竹木制
品项目上马，为村里解决50
多人就近就业。

谭桃香在竹木制品公
司上班，每个月工资4000多
元。“算下来， 一年近5万元
收入。”她笑呵呵地说,现在
既有了更高的收入，还能照
顾好家庭，一举两得。

“村里茶叶加工厂也在
手续办理中，明年春季将投
入使用。” 副镇长彭传初介
绍，目前,富溪村已与金井
茶业签约，全部保价收购没
问题。届时，茶产业项目将
为村集体经济带来年收入
上百万元。

今年5月， 村里成功注
册了由村集体控股的富溪
泉生态茶叶有限公司， 在今
后茶园的管理、经营、销售等
环节都将依托公司, 来进行
市场化运作。

一条乡村产业振兴之
路，正在富溪村徐徐铺开。

■记者 王文隆

淑一村： 桃甜豆香,村民开怀

富溪村：产业振兴，徐徐铺开

一件件叠放整齐的老式军装、一
张张泛白的战友留影、 一枚枚斑驳的
战斗勋章……7月中旬， 记者走进省军
区衡阳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孟繁禄老
人家里，看到眼前的陈设，顿时对这位年
近百岁的抗战老兵肃然起敬。

蜡黄的入伍通知书

在孟繁禄家里， 记者看到了一张蜡
黄的入伍通知书。展开这张通知书，孟繁
禄的思绪一下子回到烽火连天的抗战
岁月。

孟繁禄1924年出生在河北巨鹿。
1937年10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日军
的魔爪很快伸到了他的家乡。

“那一年， 我的大哥从家中外出，就
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是饿死了，也有人
说是被鬼子杀害了，这对于战争年代的
一家来说，是雪上加霜。”孟繁禄告诉记
者。当时只有14岁的孟繁禄，虽然心智
尚未成熟，但他对残酷的侵略战争印象
很深刻，抗日的信念也开始在他心中生
根发芽。

1939年8月，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征兵人员来到他们村招兵，孟繁禄和他
的二哥决定报名参军打鬼子。

部队指导员带走了孟繁禄， 并给他
母亲留下一张入伍通知书。 为了防止被
频繁进村扫荡的日军发现，孟繁禄的母
亲把通知书小心叠好，塞进墙面的砖缝
中，直到解放后才取出来交给他。“这是一
份对我革命身份的认证，更是一份对抗战
胜利、民族解放的寄托。”时至今日，这张珍
贵的通知书，依然不时勾起这位老战士的
从军记忆。

醒目的伤疤

尽管已经95岁高龄，眼前的孟繁禄
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记者仍能感受
到一个勇者的气场。

采访中， 孟繁禄左手臂上的一块伤
疤格外引人注目。“这个伤疤背后有什么
故事吗？”

孟繁禄告诉记者，他所在的部队主
要任务就是在敌后打游击、搞破袭。而他
刚刚进入部队时，因为年龄小不能配枪，
被分配到营部卫生所学习医疗急救，每
天练习止血、包扎、固定的基本功，很快
就当上了连队卫生员。

“那时，部队白天休息调整，晚上行
军作战，主要组织开展石家庄、邯郸一带
的破袭战。”他回忆道。

一天晚上，部队在田庄发起战斗，在
撤出田庄与部队会合的途中，落在后面的
孟繁禄看到一名战友因腿部严重负伤，正
在地上艰难地爬行。

他赶紧停下来，给战友固定、止血，
简单包扎， 可此时日军已经追出村子，
枪声离他们越来越近。 战友情急之下，
一把推开孟繁禄：“别管我， 赶紧走，快
给部队汇报情况！”孟繁禄刚一动身，敌
人的炮弹在身边炸响，横飞的弹片击中
了他的左手臂。顾不上疼痛，他心中只
有一个信念： 一定要回去与部队会合。
庆幸的是，因为天黑路不熟，日军追出
村子不久就返回了，负伤的战友也因孟
繁禄及时报告部队得到救治，留住了宝
贵的生命。

解放以后，国家多次纪念抗战胜利，
也多次给孟繁禄颁发勋章。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作为一名抗
战老兵，我一定要把荣誉化为动力，以自
己的绵薄力量讲述历史， 让青年官兵铭
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 开创未
来。”采访结束时，孟繁禄说道。
■记者施泉江 通讯员 刘戈洋 丰爱斌

烽火连天旌旗红
———八路军老战士孟繁禄的抗战故事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 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
战斗取得的伟大胜利。今天起，本报开设《热血河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专栏，重点展现当前生活在湖南的老
八路、 老新四军战士以及当年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过贡献的社会各界人士
的抗战风采。

八路军老战士孟繁禄。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