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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同志，请写一写他们吧。”
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湖南西北边陲

的大山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
县，不止一位当地的村民和乡村干部，向
前来采访湘西精准扶贫的记者，提出这
样的建议。

他们是长沙驻龙山对口帮扶工作队
成员。他们当中，有人奇特地获得了“猪
亲切”的外号，有很多人自愿延长扶贫期
限留下来。队长张红民，讲起他们的故
事，45 岁的七尺男儿，几次泪洒衣襟。

他们，选择继续留在这里

选择，人生的十字路口。
3 月，长沙市支援龙山帮扶工作队

工作总结暨新一批队员行前动员会召
开。会后，38 名来自长沙市各级部门的
同志乘上大巴，向着他们的目的地———
距离长沙四百余公里外的龙山县驶去。

在这 38 名工作队员中，有 6 名同
志是“二下龙山”，在上一届为期两年的
帮扶任务到期后，他们选择继续留在这
里。

一边是省会和亲人，一边是湘西“国
贫县”龙山和渴望脱贫的老百姓。“他们
选择了后者。”张红民说。

1989 年出生的潘敏是这 6 位同志
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他担任宁乡经开区
驻红岩溪镇对口帮扶工作队长已两年
时间。他被张红民戏称为“猪亲切”队
长，在这个看似戏谑的称号背后有一段
故事。

那是张红民到任后第一次来到海拔
678 米的红岩溪镇木龙湾村。和龙山大
多数贫困村一样，由于人均耕地少，常年
在外务工人员占村内总人口的 33%。过
去，村内没有支柱产业，近千人的村子收
入来源靠耕种及外出务工。

2017 年，在潘敏和宁乡经开区的倡
导和援助下，木龙湾村的村民们开始发
展黑香猪产业。

“当时，潘敏和我一起到村里的养殖
场，同行的还有一位乡镇干部。”张红民
说，他最先进去看见一头母猪侧躺在地
上，旁边有 5只小猪仔在吸奶。接着，乡
镇的同志也进来了，这些黑猪都没“搭
理”他们，直到潘敏进来，母猪和猪仔看
到他就纷纷站了起来。

“潘敏和黑香猪”的故事就这样传开
了。提到此事，潘敏还有些不好意思。“最
开始发展产业时遇到很多困难，老百姓
担心成本这么高的猪产生的效益不会有
这么大。”他说。

为了打消大家的疑虑，潘敏挨家挨
户上门向村民介绍黑香猪养殖的优势。
又带村民代表到长沙、湖北等地查看销
售情况。“他们看到黑香猪的价格比一般
生猪高，慢慢对这个产业有了信心。”潘
敏说。

村民没有资金投入，潘敏便与镇上
协调贷款；村民缺少养殖经验，他便与镇
上一起组织培训；还主动联系长沙大河
西农贸市场等企业，将生产与市场衔接
起来。

近一年的时间，潘敏几乎每天都到养
殖场“报到”。“时间久了，哪头猪有什么特征
都清楚了。”他说。

如今，黑香猪产业已逐渐成为木龙
湾村的支柱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年增
收四万元，养殖户家庭人均增收 400 元。
“后期产业稳定后，人均增收会持续增
加。”潘敏说。

这个提起产业和扶贫滔滔不绝的小
伙子，在说起家人时几度沉默。“我不是
个好爸爸。”他说，驻村扶贫那年孩子才
2 岁，就被送到幼儿园，“等我 4 年扶贫
回来，他都要 6 岁了。”

和潘敏一样，转业军人甘永怀也是
此次主动申请留任的扶贫干部，“70 后”
的他在部队服役 13 年，2017 年 2 月与
妻子订婚的第二天，便远赴龙山县苗儿
滩镇投身扶贫工作。

“扶贫神圣而光荣，我是当兵出身，
习惯了具有挑战的工作，有这样的机会
我肯定要主动申请！”甘永怀说。

交谈中，甘永怀始终身姿笔挺、表情
严肃。当记者问及他家人时，这个硬汉才
露出柔情的一面。“对我老婆有亏欠，我
们到现在还没有孩子。”他长叹一口气
说，“开始她对我继续留任有意见，但现
在已经理解了。我想看到全镇摘下穷帽
子的那一天，我相信一切付出都是值得
的！”

他们，遗憾没能留在这里

离开湘西的那晚深夜，把车停留在
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背向龙山，37 岁的
湛果泪流满面。

这是他作为天心区驻龙山县洛塔乡
对口帮扶工作队长，到洛塔的第 734 天。
在与第二批对口帮扶工作队员完成交接
后，湛果开车驶离了龙山。

一路上，洛塔的山山水水，两年工作
的点点滴滴如同过电影般在湛果脑中浮
现，大雨中，他开进服务区，停下车编辑
了一条近千字的离别感言发给张红民。

每每提及此事，张红民都不免落泪。
“那天下大雨，湛果自己开车回长沙，到热
市服务区时雨太大了，他就停下来休息。”
张红民顿了顿说，他每次都是自己开车。

洛塔乡距离龙山县城 45 公里，平均
海拔 800 多米。“有女莫嫁洛塔坡，拿起
蓑衣当被窝。”受喀斯特地貌影响，洛塔
乡“水在地下流，人在地上愁”，农作物只
能靠雨水灌溉，老百姓过着“靠天吃饭”的
穷苦日子。时光荏苒，如今，洛塔人虽不
像过去那般穷苦，但闭塞的交通依旧是

最大的发展制约。
2017 年 2 月到任后，湛果第一站便

来到泽果村。这是洛塔乡最贫困的乡村
之一，缺水是困扰当地百姓最大的问题，
入驻半年后，在天心区的支持下，村里修
建了一座山塘。

老百姓的用水难题得到缓解，湛果
开始思考当地的产业发展。

纯天然的“悬崖蜂蜜”是泽果村的
“金字招牌”，然而受到交通制约，蜂蜜难
以外销。为了打开销售市场，湛果和工作
队员们找到省内一家专门销售农产品的
电商平台寻求合作，并成立蜂农合作社，
在能人带动下发动贫困户一起养蜜蜂。

看到村内梯田处于抛荒状态，经过
多次走访考察后，湛果认为，在梯田上种
植优质水稻，再修建一段长 400 米的沟
渠，将山泉水引入，按照一亩梯田年产
500 到 600 斤大米计算，一亩梯田一年
就能增收五到六千元，既能为贫困户增
加收入，还能打造别样的梯田景观，促进
乡村旅游。

泽果村发展起来了，湛果又开始为
洛塔乡寻找合适的产业。“产业是深度贫
困山区脱贫的希望。”他说，一定要“实事
求是、因地制宜”找到有市场前景又符合
当地实际的产业，这样就算以后工作队
离开了，当地老百姓也能继续依靠产业
增收。

根据气候环境和市场前景，湛果和
工作队员们规划发展了黄柏、玄参等中
药材和锥栗产业，并以合作社的方式流
转百姓土地，优先吸纳当地建档立卡贫

困户务工。
“目前，这些产业都发展得非常好，

就是可惜，我不能待到洛塔乡真正脱贫
的那天。”湛果说。

在两年任期即将结束前，他曾找到
张红民，申请继续留任。“产业还没有完
成，放心不下。”

“为这个事我专门找湛果的领导交
流过，但是天心区今年主动报名扶贫的
人数太多了，考虑到湛果的家庭情况，最
终没有让他留任。”张红民看着记者说，
“他家有 2 个小孩等着他呢！”

“最怕的就是孩子生病。”湛果告诉
记者，他两个孩子一个 9 岁一个 3 岁，自
从他到龙山驻村扶贫后，都是妻子一人
照顾，久了难免有怨言。

“所以扶贫干部家庭地位低。”湛果
苦笑道。

一次，湛果好不容易有休息时间，匆
匆开车回长沙想看看孩子，结果一进门，
3 岁的老幺指着墙上的合影问他：“你是
墙上的爸爸吗？”

湛果一夜未眠。
当记者问他，如果有机会是否还想

回去时，他的回答依旧是肯定的。“我相
信每一个扶贫干部都有留下来的想法，
要不当初就不会报名！”

“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我们永远眷
念的故乡。我们在这里学习，在这里工
作，在这里生活，此刻我们早已是地道的
洛塔人……”张红民拿出手机一字一句
地念到湛果发给他的短信内容，好几次，
他取下眼镜，擦干眼角的泪水。

日久他乡即故乡。
在第一批对口帮扶工作队中，还有

许多像湛果一样的同志，他们希望留下
来见证龙山脱贫摘帽，却因为种种原因
没能留下来。

“正因为他们过去的铺垫，才为我们
现在的扶贫工作打开了良好的局面。”张
红民说。

他们，不会被这里忘记

1994 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
划》，湘西被确立为湖南扶贫攻坚的主战
场，当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实行地
市包县对口扶贫，长沙对口扶持龙山。

25 年来，长沙的印记早已深深刻在
龙山人民心中。

长沙路、长沙街、长沙大桥、岳麓大
道……走在龙山县城街头，随处可见以
长沙命名的标志。

25 年来，长沙累计投入资金超过 7
亿元，帮助龙山引进资金超过 2 亿元，实
施了产业帮扶、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帮扶
等七大工程共 485 个帮扶项目，无数像
潘敏、甘永怀、湛果这样的扶贫干部来到
龙山。

“要感谢湛大哥他们，如果没有他
们，就没有我现在的生活。”在洛塔乡电
子商务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了吴添春。这
个 1990 年出生的姑娘乐观开朗，交谈中
时不时露出灿烂的笑容，让人很难想象
她连出行都要依靠轮椅。

9 岁时，吴添春染上类风湿性关节

炎，不得不在初中毕业后就放弃学业。
在家赋闲的她看到乡亲们家时常有山
菌、辣椒烂在地里很是心痛，于是，她
想到拍照将这些土特产发到朋友圈销
售，没想到吸引了很多人购买。

2014 年，吴添春做起了“微商”，
帮助老乡推销土特产，再托人将商品
带到县城寄出。

当时，在网上能与人正常沟通的
吴添春，在现实中根本无法与人交流。
“因为自卑，我很怕在现实中跟陌生人
接触，有时家里来了客人，我都会躲在
房间不出来。”她说。

2017 年 12 月，在得知吴添春的
情况后，湛果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来
到吴添春所在的陈庄村。“当时村里还
不通硬化路，那天下着雨，湛大哥的车
连挡风玻璃上都是泥巴，他一进来就
跟我问好，特别亲切，像个大哥哥一
样。”吴添春至今仍记得初次见面的场
景。

那一天，他们从白天聊到晚上，直
到天全黑了，湛果才离开。

“湛大哥一直鼓励我，耐心地询问
我对未来的想法。其实我当时连组织
语言表达都很困难，因为寨里人少，从
来没人问过我关于理想的问题，所以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他很耐
心很亲切，一直在听我讲。”吴添春说。

在那之后，湛果只要一有空就会
去看吴添春，还会开车带她去收村里
的山货。在湛果的鼓励下，吴添春变得
越来越开朗。

2018 年，在湛果及工作队的帮助
下，吴添春在洛塔乡街道上的一间房
屋开起了电商服务中心，在为居民收
发快递的同时，她也进一步扩大了自
己的电商业务——— 帮助整个乡镇的老
百姓销售土特产。

“我早就想开淘宝店，但是以前寨
里没有网，手机只有 2G 信号，所以我
不会用电脑，是湛大哥他们给我配了
电脑，还教我操作，又教我做统计表格
和基本的财务知识。”吴添春说。

如今，吴添春的电商服务中心年营
业额已超过 30 万元，家里收入水平也
达到了脱贫标准。

“湛大哥临走前还专门来看我，鼓
励我继续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就算
他回去了，以后遇到什么不懂的，一样
可以跟他这个大哥哥讲！”说完这句，
吴添春满眼泪光。

记者问她，希望他们回来看你吗？
吴添春的回答却是：“如果他们有空，
我会想他们多陪陪家人，他们太辛苦
了，好久不能回家一次，他们也是孩子
的爸爸，也是父母的孩子！”

采访结束，吴添春拉住记者说：
“你回去看到湛大哥，帮我告诉他，我
一定会继续努力，不会忘记自己最初
的理想，让他放心！还有，如果他们能
回来，我当然是很开心！很开心的！”

在龙山，还有无数个像吴添春一
样的普通百姓将这些长沙的扶贫队员
当做自己的亲人记在心中。

最让甘永怀感动的是，他去年到
苗儿滩敬老院(也叫苗市敬老院)看望
老人，一进门，老人们就专门为他编唱
了一首三句半。“苗市挂职甘书记，为
民办事最认真，全镇人民都拥戴，得民
心。甘书记就是好，为民办事上下跑，
一心只想人民富，辛苦了。”

“今年过小年，我在街上摆摊免费
送春联，过往的人都认识我，都来抢着
要我写的春联。每家过年杀年猪，还有
很多我都记不起名字的人专门跑到我
办公室来请我去吃杀猪菜。”甘永怀细
数到，“是他们给了我继续工作的动
力！”

春暖花开，距离长沙望城区驻洗
车河镇对口帮扶干部离开已 3 月有
余，洗车河镇支家村贫困户秦德荣在
微信朋友圈中拍了一段小视频，视频
中十里桃花怒放，不少人在桃花下拍
照嬉戏。

“长沙望城区给龙山的扶贫黄桃，
桃花盛开，丰收在望，让贫困户们看到
了希望。”秦德荣写道。

▲ 2017 年 9 月，帮扶
队员湛果（右），在龙山县
楠竹村与村干部一起计算
扶贫作物每亩的种植成
本。 (受访者供图)_

请
让
我
们
继
续
留
在
湘
西

新华社石家庄 4 月 18 日电(记者白
明山)仲春四月，春暖花开。在河北省任
县骆家庄村村北的一片空地上，20 多名
村民忙前忙后，有的给旧轮胎上漆，有的
往废弃瓮里栽种松柏……

74 岁的骆进田说，这片空地以前
是一片撂荒地，后来种了些树苗，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后，县里来的包联干
部又筹划着在这里建个小游园。

骆家庄村有村民 100 多户，为改善
村里人居环境，包联干部高凯英、董春国
组织村干部与村民代表商议，决定将村
北的闲置空地再利用，建设一个以“百翁
园”命名的小游园。

在推动乡村振兴中，任县打出“亲情
乡情”牌，探索开展县直机关干部“回乡
联村”行动。全县 57 个行政村作为“回乡
联村”示范点，按照县领导共同分包所联
系乡镇区一个村、县直相关部门一把手
包联本人或副职原籍村的原则，为每村

确定 1至 4 名乡村振兴指导员，努力
聚合各类资源和力量。

在规划图上，记者看到，“百翁园”
分为入口广场、村民健身广场和百瓮
迷宫三个区域。设计注重就地取材、旧

物利用，将村民家中闲置的水瓮、轮胎、
预制板等物料加以改造，做成各种喜闻
乐见的景观小品。

经过测算，游园建设资金仍有缺
口。于是，包联干部在全县发起倡议，县
里一家爱心企业在了解情况后，主动慷
慨解囊，资金缺口问题迎刃而解。

一些村干部表示，干部回乡“走亲”，
发挥了本土化和工作联络优势，在沟通
交流、协调问题等方面产生“亲情效应”，
密切了干群关系，激发了群众的参与积
极性。

任县县委书记李海林说，包联干部
要做到进村有承诺、干事有守则、年终
有考核、离村有测评，县里将组织群众
对包联成效进行打分测评，工作成效由
群众说了算。

据了解，目前任县 74 名包联干部
到 57 个分包村、原籍地所在村已调研
370 余次，帮助农村解决问题近 300 个。

河北任县：机关干部“回乡联村”促振兴

 2019 年 3 月 11
日，长沙市天心区对口龙
山县洛塔乡帮扶队队长
董志平（右），帮助身体有
残障、在扶贫队员扶持下
做电商的吴添春，去村里
收购鸡蛋。

新华社记者薛宇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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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4 月 17 日电(记者王
飞航)投资办厂帮家乡发展产业，结合
自身需求带动村民就业，给乡亲提供
信息牵线搭桥……山西省运城市近年
来通过实施“凤还巢”计划，吸引 7000
余名在外人员返乡创业，带动返乡创
业热潮，并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血
液。

在永济市庄子村，17 个温室大棚
点缀在 180 亩经济林中，格外亮眼，这
是返乡创业人员朱薏霖创办的凯博嘉
禾农业有限公司。朱薏霖 2002 年开始
在西安创业，先后开设了 7 家石锅鱼、
辣鸭头连锁店。2015 年，她返乡创业，
在庄子村大力发展农业采摘和乡村旅
游。

如今，在运城市，像朱薏霖这样返乡
创业兴业的人员是越来越多了，而这一
切都源于《运城市在外务工人员关心关
爱计划(“凤还巢”计划)》等一批配套政

策的出台。
据了解，为了吸引外出务工人员

回乡创业，运城市通过“创优营商环
境、落实税费减免、加大金融扶持、提
供场地支持、提供项目支持、完善孵

化配套”等 6 项措施，出台优惠政策 40
条，优化创业兴业投资环境，积极打造
“六最”营商环境，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兴业。

在政策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回乡创业。截至目前，运城市利用“凤
还巢”计划吸引了 7000 余名在外人员返
乡创业，创办小微企业 1152 个，带动就
业 2 万多人，吸引投资 400 多亿元，落
地 139 亿元。此外，还有 625 名返乡人
才担任村“两委”主干，为农村干部队伍
注入新活力。

“一些外出务工人员观念新、脑子
活、点子多，知道城市所需，清楚农村
所供，可以让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
他们返乡创业还带动了村民就业本地
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留守儿童、
农村‘空心化’等问题的缓解，有助于农
村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运城市副市
长崔元斌说。

山西运城：“凤还巢”带动返乡创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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