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溪村李家大院。

村民廖四娥从葡萄园采摘好葡萄准备打包。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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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玉文 法制周报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胡纯亮

8 月初， 李量买了辆新车，20 万元全款一次
付清。 这事儿在文雷村里没有引起一丝涟漪，因
为村里买车人多，500 多户人家中,有 200 多户有
车。

这是李量的第二辆车，2013 年，李量花 8 万
元买了一辆面包车。之前，他在外务工多年，手头
上有些积蓄，李量是村里第一批买新车的人。

面包车主要用来送货，李量在文雷村包了几
十亩地，种葡萄。

夏日的晚风拂过葡萄园，晚霞下是城市的高
楼。

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文雷村，距零陵城区
不到 3 公里。 8 月 21 日傍晚，记者来到李量的葡
萄基地，看到很多年轻人骑着共享单车来摘新鲜
葡萄。

“投入 130 万元，今年上半年就卖了 50 多万
元，葡萄价格不贵，生意很好。 ”李量忙于招呼客
人，难得和记者多讲几句。

2013 年的文雷村，是一个省级贫困村。 全村
有 88 户 330 人没有脱贫， 买得起车的人掰着手
指能点出数来。 2016 年，文雷村整村脱贫。

2017 年初，村支部换届，村里的能人蒋阳秋
当选村支部书记。 撇下长沙的生意，蒋阳秋在长
沙买了辆新车，直接开到村里，准备大干一场：“3
年半的时间，这辆车跑了 11 万公里。 ”

学技术， 找合作伙伴， 寻销路，4 年时间不
到，蒋阳秋跑了 6 个省。最近几年，村里一年一个
大项目。

2017 年，3 个标准化养猪大棚落户， 年出栏
肉猪 6000 头；2018 年， 村里引进一个年出笼 40

万羽的乳鸽养殖场 ；2019 年，700 亩黄桃苗插在
村里流转的土地上 ；2020 年 ， 几十万尾鱼苗入
水，工厂式高密度流水养鱼试点开始。

“开会老听省里市里的领导说以项目为抓
手，以项目论英雄，搞村里的工作也是一样。 ”蒋
阳秋颇有感慨,“这两天我又要去趟长沙，看能不
能找个餐饮企业，在村里一起开一个鸽子特色餐
饮店，乳鸽销路就有了保证。 ”

建档立卡贫困户李亮荣就在李量的葡萄基
地打工， 李量买第一台车时， 李亮荣只能苦笑：
“我学车的钱都没有，还会去想买车？ ”

2016 年，李亮荣花 2 万元也买了个小货车，
帮着葡萄基地搞运输。

现在的文雷村道路笔直、 水渠纵横交错，大
棚整齐排列，辣椒、黄瓜、葡萄、黄桃、杨梅、砂糖
橘等新鲜蔬菜瓜果是村里的招牌，文雷村也是零
陵区的菜篮子。

除了轿车、货车，村里 6 辆水稻插秧车、收秧
车在村部前一字排开，格外打眼。

33 岁的蒋军军也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母
亲生病，家里欠账不少。蒋军军回忆，头几年村里
有人买了新车，他都喜欢坐上去摸摸方向盘。

现在的蒋军军成了村里的种粮大户，他一个
人就承包了文雷村 300 亩水稻田。 “种田都是机
械化，年年都丰收，我打算今年也换个车。 ”蒋军
军 3 年前就买了轿车，今年，他打算年底换个新
车。

夕阳西下 ，李量吃过晚饭 ，带着妻女去零
陵古城跳广场舞 、散步 ；蒋阳秋开着车 ，带着
朋友去黄桃园看看 ；李亮荣送葡萄进城，空车返
家；蒋军军则把自家的水龙头打开，打算好好的
洗洗车。

这是一幅多美的乡村图景。

法制周报记者 雷昕 三湘都市报记者 陈舒仪
通讯员 刘志军

背靠青山，面朝荷塘，一排排明清古民居高
低起伏，翘角飞檐。 龙溪村李家大院就坐落在这
青山绿水环抱中。 大院始建于 1498 年， 距今有
522 年的历史。 院内雕梁画栋、曲径通幽，窗花砖
石雕刻精美、花样繁多。

大山深处的龙溪村，曾是省级贫困村，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 53 户 238 人。村里人多地少，产业
单薄。年轻人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小孩独守古宅，
生活困难。

2018 年， 永州市委办帮扶工作队进驻潘市
镇龙溪村。 如何走出一条特色产业扶贫路，帮助
村民脱贫致富，成为摆在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
面前的考题。

经过多番调研论证，工作队决定，以旅游促
扶贫的思路，围绕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以李家
大院古村为依托， 发展红色旅游和绿色生态，让
沉寂数百年的古村焕发出新的活力。

2018 年来， 通过开展 “一拆二改三种四清
洁”三年行动，龙溪村危房、空心房、旱厕不见了；
小游园、花草树木多了；道路变宽了，还新建了停
车场、公厕、污水集中治理站，村里环境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

2018 年底， 村支两委争取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专项资金 1800 万元， 对李家大院进行封闭式
修缮，消除了安全隐患，解决了房屋漏雨、墙体开
裂等问题，大院焕然一新。

村子美了、名气大了、游客也多了。潘市镇镇
长蒋将告诉记者， 现在龙溪村每年的游客量有
15 万人次，比改造修缮前增长了 10 倍。

游客量的增加给村里留守的老人增收不少。
李家宗祠大门旁带秀食品店内 ，71 岁的贫困户

李宗琼正招呼客人，忙得不亦乐乎。 李宗琼告诉
记者，小店每年收入上万元，生活越来越好。 2018
年底，龙溪村实现整村脱贫出列。

70 岁的李秋水在李家大院出生长大， 年轻
时离开大院外出务工。他退休后回来看到大院环
境变美了，垃圾旱厕猪圈不见了，破破烂烂的房
屋被翻修一新，家家户户还通了自来水、电、网，
决定回乡养老。

“这里空气好、环境美，每天种种菜、养养鱼，
生活开支小，日子过得很快乐。 ”说起现在的田园
养老生活，李秋水乐了。

龙溪村的发展变化也吸引了外出务工的游
子回乡创业。周雨民在广东打拼 20 多年。几年前
回家过年时，他看到村里大变样，也想回乡创业。
去年 9 月，周雨民辞去广东的高薪工作，回到龙
溪村投资七八十万元 ，流转土地 180 亩 ，成立
荣欣种养专业合作社 ， 种植水稻 、 套养荷花
鱼 。

每天天没亮，周雨民就到地里放水、喂鱼，皮
肤被晒得黝黑。 虽然暂时没有效益，但周雨民很
有信心。

周雨民告诉记者， 等水稻种养合作社搞好
了，他还想带动村里外出务工的兄弟回乡一起创
业，再流转 300 亩地种辣椒、艾草。

目前龙溪村投资 200 万元扶贫资金，已发展
白茶、蘑菇、水稻、莲藕等种养基地，给全村村民
增收劳务性收入 25 余万元，其中贫困户增收 10
万元。

市委办驻龙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陈健昶介
绍，接下来，龙溪村还将继续完善民宿等配套设
施，发展旅游项目和生态产业，联合李家大院、陶
铸故居、石东源水库、高江村祁山隐·夯土部落，
一同争创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吸引更多的游客
走进来、留得住，实现乡村振兴。

能人栽下“摇钱树”

李家大院诗意栖居

□朱玉文 曾雨田

搞产业没有失败过吗？
干项目没有过挫折吗？
3天时间， 记者和文雷村的每

一个采访对象有一个这样的同题问
答。

蒋阳秋在村里搞一个牛蛙人工
养殖项目，由于技术不过关，以失败
告终； 李量为了按时去江苏学习葡
萄种植技术，只能买来回的站票，站
十几个小时去学习； 李亮荣申请 2
万元扶贫贷款，买的小货车，老婆生
怕还不上贷款，他没少和老婆吵架。

蒋阳秋说文雷村的人敢想也敢

干，不怕失败，不怕挫折。 一个项目
失败了， 总结经验， 撸起袖子接着
干。

我们的意图是以车为载体，讲
述车外文雷村乡亲们奋斗的故事。
我们深深地知道每一台车都是乡亲
们的收获， 但也都伴随着坎坷与挫
折，甚至是艰辛和磨难；只不过，淳
朴的乡亲们总是向记者讲述自己幸
福的点滴， 而把奋斗的艰辛沉于心
底。

幸福是风霜雨雪都经过， 再把
阳光收获。

幸福更是不管一路多颠簸，双
手依然紧握。

□ 陈舒仪 雷昕

“古柳垂堤风淡淡， 新荷漫沼
叶田田。 ”走进龙溪村， 恍若穿越时
空，宏图华构的李家宗祠映入眼帘。
千年龙溪， 流水潺潺。

夕阳西下， 暮色中的李家大院
廊檐飞耸， 灰白相间的瓦片映衬着
院后如烟似黛的象牙山。 常青的葱
茏树木与错落有致的特色民宿交相
掩映。

两年前，这里是另一番景象。村
中旱厕猪圈林立，蚊子成堆。因产业
单一，年轻人多数外出打工谋生。

留住乡愁， 保护古村落刻不容
缓。

采访时， 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
与喜悦。 大家都说，村里环境好、空
气好，生活条件也好了，外出的人也
爱回家了，有些人就慢慢留了下来。

71岁的李宗琼命运多舛，年幼
时摔断了一条腿，行动不便。老伴肢
体残疾，长女患有精神病，儿子长年
在外打工，儿媳妇生下孙子后，受不
了贫困跑了。

2018 年，帮扶工作队为李宗
琼争取到“救命稻草”，在李家宗
祠旁经营一家食品店。 他每天忙
得不亦乐乎 ，很快摘掉了 “贫困
户”的帽子。

美如山水画卷的古村，村民“诗
意地栖居”，游子找到回家的路。

■记者手记

留住看得见的“乡愁”

■记者手记

幸福是风霜雨雪后的阳光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刘志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