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26日，娄星区蛇形山镇万富村致富带头人朱应凡在葵花地里除草。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9月 30日，长沙市望城区茶亭镇泉丰村，景色秀丽、村容整洁。
湖南日报记者 范远志 摄

■记者手记

“万富”路上大步走

罗霞 李梅花

“出门就有水泥路 ，
喝上了干净水，我们终于
赶上好时代。 ”这些话，出
自万富村被采访村民之
口。

2017 年前，距离中心
城区 20 多公里的万富村
还很贫穷 。 村里电力不
足，村民只能半夜起床碾
米。 喝水不仅靠挑，有些
水井到了冬天无水，而夏
天水又变黄，一年到头喝
不上一口干净水。

勤劳的万富村人遇
上了精准施策的帮扶工
作队，茅草山变成了经果
林 ，贫瘠山沟变为了 “聚
宝盆”。 贫困村民朱树立
还自主创业办起了服装
店 ，朱应凡 、王帅参加了
全 省 致 富 带 头 人 培 训
……

万富村近 1000 亩黄
金贡柚 、蜜柚 、夏橙已开
始挂果，挂在枝头的果实
托起村民们致富的希望。
在奔向小康的道路上，万
富人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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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记者 罗霞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梅花
通讯员 邹国栋

秋雨绵绵，山色苍翠。 凉风
拂过，桂花香气沁人心脾。

娄底市娄星区蛇形山镇万
富村， 在紧邻村主干道的一幢 2
层小楼右侧，一片菜地里辣椒挂
满枝头；屋后几十棵板栗树在风
中摇曳 ， 饱满的果实正咧着嘴
笑。 树底下，满地跑的数十只黑
鸡追逐打闹，两只大白鹅朝着大
门外的鱼塘“嘎嘎”叫。

9 月 26 日下午，记者走进万
富村。63 岁的贫困村民陈庆怀骑
着摩托车从秋雨中驶来，径直停
在 2 层小楼前。 他刚为镇里的饭
店送去 5 公斤辣椒，收入 60 元。

“今年辣椒卖了 100 多公
斤 、菜油 100 多公斤 、玉米 1 吨
多 、鸡 30 多只……”见到记者 ，
陈庆怀高兴地算起经济账。 他利
用房前屋后空地搞种养，今年已
收入 2 万多元。

陈庆怀从里屋搬来 8 个大
南瓜 ，剖瓜取籽 ，再放进瓜果切
片机切片。 不到 6 分钟，两大桶
南瓜片就切好了。 戴上斗笠，他
挑着南瓜片往鱼塘走。 那里，还
有几百公斤大草鱼等着他投食
呢。

说到鱼塘 ， 陈庆怀笑逐颜

开，眼睛眯成一条线。
“昨天有人在鱼塘钓了 25

公斤鱼，赚了 600 元。 ”陈庆怀告
诉记者 ，前些年 ，他腰椎间盘突
出不能干重活，自家责任田也荒
芜了。 2018 年 3 月，娄星区交通
运输局驻村帮扶工作队上门走
访，建议他利用房前屋后空地搞
种养增加收入，并帮他挖了一口
鱼塘。

“工作队还补贴我 2000 元，
我买了几十公斤鱼苗和 60 只小
鸡 ，当年就赚了近 2 万元 ，脱了
贫。 ”陈庆怀说，他本不想当贫困
户，但因为自己多发性结石引发
右肾坏死被切除 ，儿子 、儿媳妇
又患有精神疾病，加上当时村里
路不通、电不足、信息闭塞，他即

使铆足了劲 ，一年干到头 ，也没
有多少收入，家里生活很困难。

万富村素有 “48 条冲 （山
沟 ）”的说法 ，沟壑纵横 ，山峦起
伏，总面积 6.8 平方公里，435 户
村民散居在各个山头。 为了帮助
村民脱贫致富，工作队绞尽脑汁
想了不少招儿。

“我们刚来时 ，村里仅有一
条 3.5 米宽的硬化公路， 村部的
野草深过膝盖。 ”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聂力军说。

“全家五口有低保 ，危房也
进行了改造 ，大病有保障 ，工作
队还鼓励我们把房前屋后的空
地开垦出来搞种养，产品销售有
合作社兜底。 ”陈庆怀说，工作队
2017 年 3 月入驻后，根据万富村

地貌，大力推广“庭院经济”。 工
作队还帮村里修建了 3 公里长、
5 米宽的主干道，硬化了 18 公里
通组公路。

路通了 ，交通便利 、信息畅
通 ，群众致富途径多了 ，山沟沟
成了“聚宝盆”。 村里发展经果林
及林下经济， 工作队拿出资金，
给贫困户免费发放农作物种子
及果树苗， 帮助大家种果树、种
蔬菜 ，养鸡养鹅 ，村民日子越过
越红火。

“你看 ，我家地里还有这么
多蔬菜， 塘里还有这么多鱼，今
年还能收入 1 万多元呢。 ”掰着
手指头，陈庆怀越算越有劲。

发展 “庭院经济 ”致富的村
民还有很多，朱新田也是其中一
户。

“我家 60 多只鸡，一天可以
下 20 来个蛋， 工作队再按一只
鸡奖励 30 元 ， 收入有近万元
呢。 ”朱新田今年 63 岁，妻子曾
患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在外出
赚钱与照顾妻子的问题上，他一
度陷入两难境地。 如今，妻子在
家发展“庭院经济”，他则在村里
合作社上班 ， 一年工资近 3 万
元 ，既增加了收入 ，又照顾了妻
子。

2018 年，万富村摘掉了贫困
帽。 2019 年，全村仅剩 2 户 3 人
未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唐璐
法制周报记者 李翔

秋雨过后的长沙市望城区
泉丰村，灵气秀美，生机盎然。

记者沿着新修的柏油公路
来到当地油茶生产基地。漫山遍
野的油茶林连绵起伏 、 绿油青
翠，油茶树上的油茶果连串挂在
枝头，个个饱满油亮。 农户们有
说有笑 ，在采摘果实 ，一派丰收
繁忙景象。

“种植油茶错不了 ,一朝种
下,能惠及几代人。 ”泉丰村党总
支书记周石泉好生欢喜，现在村
里家家户户都有油茶林 ,油茶面
积达 3000 亩， 人均收入从 2014
年不到 4000 元， 增长到现在过
万元。

泉丰村是位于长沙最北边
的小山村， 有油茶种植历史 ,老
油茶林资源丰富。但由于不懂科
学管护,油茶效益不高,守着满坡
油茶树却受穷的村民不在少数。
2014 年，泉丰村还是一个省定贫
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达 74 户。

2015 年，望城区农业农村局
干部、泉丰村驻村第一书记杨东
山几经调研，为村里找了一个致
富路子 ：“我们泉丰村油茶种植
本来有基础，通过技术改造提高
油茶产量 ，一旦种成功了 ，后续

几十年都可持续产生效益。 ”
找准方向，说干就干。 村里

将 74 户贫困户组织起来， 均以
扶贫资金入股泉丰村土地专业
合作社。合作社集体收回原有的
70 亩油茶林，交由 5 名贫困户管
理。 村里请来省林科院油茶研究
所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发展高产
油茶种植，并引进加工企业打造
“御家源”山茶油品牌。

在此基础上，村里还鼓励贫
困户自行种植油茶，村上负责提
供种苗 、技术 、机械 、兜底收购 ，
贫困户只需做好种植与管理，通
过验收的将按每亩 1200 元发放
补贴奖励。

现年 50 多岁的吴建龙以前
在外地打工 ，收入不高 ，加上妻
子患尿毒症，3 口之家成为因病
致贫的贫困户。 “正当我一筹莫
展的时候， 村里成立合作社，安
排我在基地做管理 ， 一月收入
2000 元。”吴建龙说，做梦都想不
到，在家门口还能找到这么一份
好工作。

油茶挂果需要 5 年，还未挂
果的这几年怎么办 ？ 油茶种下
时，每棵树之间必须有 2.5 米的
间距， 以保证将来的生长空间，
于是村里鼓励大家利用这些间
隙种植西瓜、玉米、南瓜等。

贫困户杨浩 2019 年收获 1

万余斤西瓜， 赚了 1 万多元，加
上村里为他和妻子安排的公益
岗位工资、还包了几亩鱼塘发展
自主产业，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种的 20 亩油茶今年也都挂
果了，能增收 1 万余元哩！ ”杨浩
笑呵呵地说。

为了更充分地发展“林下经
济”， 今年村里又在种植基地投
放 2000 羽鸡苗，茶树为鸡遮阴，
鸡为茶树除草 、吃虫 ，鸡粪还能
充当天然有机肥 ， 实现完美融
合。 预计今年养鸡将产生利润 7
万余元 ， 为每户贫困户增收约
1000 元。

如今，泉丰村油茶已进入初
产期 ，挂果情况较好 ，过去那些
“不值钱”的老油茶“摇身一变”，
产量从每亩不足 1000 斤油茶果
提高至 3000 多斤， 亩产效益可
达 3000 元。 2019年底通过利益分
红为每户贫困户发放了 “扶贫红
包”，全年还为在基地务工的贫困户
发放工资 10万元。

“油茶产业有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 ,带来的不仅是老百姓的腰
包鼓起来了，更是实现了生态效
益的提升。 ”周石泉说,找准了产
业发展路径 ,便是找准了脱贫攻
坚的发力点。 2017 年，该村成功
摘帽,截至目前 74 户贫困户全部
脱贫。

庭前屋后，流金淌银

漫山油茶林“绿色大银行”
■记者手记

在绿水青山中“寻宝”

唐璐

金山银山等不来、 守不
来，开动脑筋却可以由绿水青
山变出来。

扶贫工作刚开始时，泉丰
村给贫困户发放鸡苗、 鸭苗，
希望改善贫困户的经济状况，
可因为没有规模养殖，大家的
收益并不理想。

脱贫攻坚短期靠政策，长
期靠产业。泉丰村全村属丘陵
山区，有着发展油茶产业的良
好基础。 近年来，泉丰村因地
制宜，对油茶林进行“脱胎换
骨” 的改造， 而油茶 50至 70
年的经济寿命能成为村民可
持续增收的重要支撑，真正实
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之路。

周石泉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预计今年泉丰村榨油产
量将达到 10吨左右、 集体经
济收入有望超过 150万元、种
植油茶年收入过万元的农户
达 90余户……

一个个数字，记录着这片
油茶林带来的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绿水青山成
了泉丰村村民的“绿色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