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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孟河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
见习记者 李祯媛 通讯员 向晓玲

悠悠沅水顺村而下， 碧水蓝天裹
着村庄， 天然的屏障里， 片片稻田、
蔬菜、 油茶林、 柑橘园， 从内向外，
散布开去 ； 猪牛羊零星地点缀着绿
林， 油茶果子， 落了一地。

10 月 13 日， 记者来到泸溪县浦
市镇麻溪口村， 一路上， 山水相融，
风光如画。

“咩咩咩！” 几声清脆的羊叫声
传来。 记者闻声望去， 一群黑的、 黄
的、 白的羊群， 追在 64 岁的唐显改
旁； 唐显改一边学着羊叫一边撒食，
把羊群赶回羊圈。 唐显改的妻子杨七
云看见客人来， 忙朝山上走去， 端回
来一盆板栗和橘子， 招呼大家吃。

“修好羊圈， 修缮老房子， 让我
俩安心看羊。” 唐显改卷起一支纸烟
道 ， 2017 年省扶贫办驻村工作队来
了以后 ， 帮了很多忙 ， 他打心里感
谢。

“腊月期间 ， 羊卖得好 ， 30 元
一斤， 一只羊有七八十斤， 一年能卖
个三四万元。” 杨七云在一旁呵呵笑，
又说， 你看， 这 70 多只羊的羊粪用
来种蔬菜， 多好！

老房子门前， 干净平坦的公路上
车来车往。 “右边往前走， 修了栋 2
层的新房。” 唐显改微笑着说， 房子

打算留着给小儿子娶媳妇。 他吐着烟
雾， 望向远方， 流露出对未来的美好
畅想。

唐显改守着羊， 其他村民也守着
一 “宝”。

当下正是油茶果成熟时节， 村民
覃清平正在老油茶林里采茶球、 捡茶
果 。 覃清平家有 40 亩的老油茶林 ，
他说， 以前不懂培管， 油茶产量低，
自从省农科院专家来村里传技后， 他
学到不少东西， 油茶产量提高， 收入
也大大增加， 现在每年的茶油产量有
200 多斤， 能有近 2 万元的收入。

另一边， 覃清平的爱人宋守莲正
在家中院坝里抢抓晴时， 晾晒谷子。
去年， 旧房变新房， 白墙青瓦， 亮堂

堂的。
“住上新房 ， 新修了堡坎 、 猪

圈， 还打了一口深水井。” 宋守莲说,
“我很幸福 ， 现在的日子都是赚来
的。” 她想起自己因腹部的瘤子四处
求医， 3 个小孩要上学的时光， 一时
眼泛泪光： “我最近瘤子小些了呢。”
说完， 又 “噗嗤” 一声笑起来， 东奔
西跑地去喂 20 多只鸡和新养的 4 头
猪。

来到果园， 棵棵果树结满了青色
小果， 弥漫着阵阵清香。 “再过几个
月就可以吃了。” 村民李欢指着自家
120 亩的水果园， 咽了咽口水说， 这
里种着椪柑、 黄金贡柚、 脐橙、 夜来
香等 13 个品种的水果， 去年他卖出

了 200 多万斤。 每年施肥、 采摘， 他
都会请村里的村民来帮忙。 去年， 用
工近 800 人， 发出了近 9 万元工资。
他笑着说： “回乡创业， 还可以造福
乡亲， 一举两得。”

在农忙时节， 家里的蔬菜、 椪柑
种完了或者油茶采完果， 向兴旺、 李
春花、 杨六花等村民就到李欢的果园
里做上几天工， 补贴家用。 大家都很
满足 ： “在家就可以挣钱 ， 还能顾
家， 真好。”

为了进一步稳定各产业与贫困户
的利益联结 ， 形成脱贫致富长效机
制， 村里计划修建一条沿江公路， 将
村里发展的 “四基一园” （即： 油茶
基地， 中药材基地， 蔬菜基地， 水果
基地， 生猪养殖园区） 产业环线公路
串联起来， 形成沿江生态产业长廊。
目前， 生猪养殖园已于 10 月 12 日开
始动工 ， 建成后 ， 还会吸纳村民就
业； 沿江公路的修建也已初具雏形。

村党支部书记李高明表示， 这样
既能壮大种养产业， 又能发展旅游观
光， 让村民实现多重增收。

产业是 “珍宝”。 春去秋来， 沅江
的风吹黄了大片稻田、 果树， 吹熟了蔬
菜、 油茶果。 麻溪口村的土地上， 美丽
的沿江生态产业长廊， 将如画般徐徐
打开。 临水而居的村民幸福地劳作、
收获， 随处都是幸福的笑脸。

（下转 2 版①）

笑脸绽放沅水边
———走向胜利·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花艺会、 文艺汇演、 趣味运动会轮番上演

社区文化节为老年居民送上重阳大礼
金鹰报·新湖南社区频道记者 刘双昀
通讯员 华珊

金秋十月爽， 九九话重阳。 值此
重阳佳节之际 ， 2020 湖南社区文化
节· “劲酒进万家” 寻找社区最美系
列活动陆续走入跃进湖社区、 白沙湾
社区、 火车站社区， 在社区居民特别
是老年居民中收获了热烈的反响。

跃进湖社区：
温馨花艺会， 孝心满溢

10 月 21 日上午， 寻找社区最美
系列活动之重阳花艺会活动在长沙市

芙蓉区湘湖街道跃进湖社区长沙市第
六中学举行。

活动现场， 社区老年朋友们在第
六中学学生的陪伴下， 一起佩戴着象
征希望的红领巾， 仿佛将老年朋友们
带回到当年的校园时光， 同时， 也让
老人们感受到了社区的温暖和节日的
氛围。

此次活动形式丰富多样， 老少同
堂， 缤彩纷呈， 从诗朗诵到戏曲、 芭
蕾， 精彩绝伦的节目表演， 给现场观
众带来了轻松愉悦的精神享受。

随后， 花道老师静婷上阵， 手把

手教学， 一老一少围成一组参与插花
活动。 在老师的细心教学和团队的合
作之下， 虽是同样的花却插出了不同
的风格， 各有各的味道。 本次活动时
间虽不长， 但内容充实丰富。 九九重阳
节， 不仅是为了节日的庆祝， 也是为了
弘扬中华民族敬老、 爱老、 助老的传统
美德， 进一步丰富广大退休职工和社区
老人的文化娱乐活动。

跃进湖社区书记仲文亮向大家倡
导： 社区全员关爱、 关心身边每一位老人，
让老朋友们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下转 2 版②）

★10 月 22 日， 公安部新闻发布会
上通报， 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
年龄， 取消申请小型汽车、 小型自
动挡汽车、 轻便摩托车驾驶证 70
周岁的年龄上限。

★10 月 22 日， 湖南省 2020 年
“百名最美扶贫人物” 表彰暨先进事
迹报告会在长沙举行。

10月 13日， 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 村民唐显改在放羊。 李祯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