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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冈山深处ɇ黄洋界脚下，坐落着一
个叫做“神山”的小村庄Ɉ这里山高坡陡ɇ土
地贫瘠ɇ交通不便，曾是井冈山一带典型的
贫困村Ɉ2015 年，全村 54 户 231 人，人均
可支配收入 3300 元，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1 户 50 人，贫困发生率 22% ʘ

2016 年 2 月 2 日，农历小年这一天，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迎风踏雪来到这
里，看望慰问贫困群众，共商脱贫攻坚之
策，给大家拜年Ɉ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深
刻在乡亲们的心里Ɉ

如今，神山村青石路绵亘蜿蜒，白墙黛
瓦的客家民居错落有致，贫困户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9200 元，昔日的穷山村变成了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Ɉ
村民们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

怀，使神山村神气起来了！

“笑脸墙”上扬神气

漫步在神山村，翠竹掩映，溪水潺潺，
一面“笑脸墙”格外醒目Ɉ在墙上，贴着 27
张满是笑容的村民照片，组成一个爱心形
状Ɉ村民们说，这几年村里变化特别大，欢
笑声越来越多，于是将大家开怀大笑的瞬
间拍下来，上墙组成一颗红心，为的是饮水
思源，感恩共产党，感恩总书记Ɉ

老支书彭水生的照片位于“笑脸墙”正
上方Ɉ总书记在神山村考察时，他质朴地竖
起大拇指，当面赞扬总书记“你呀，干得不错
嘞”Ɉ如今，78 岁的彭水生红光满面，身子骨
硬朗，担任着井冈山一家红色培训机构的宣
讲员Ɉ他常给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讲村里变
化，说脱贫故事，干得像年轻人一样起劲Ɉ

村民赖福山的照片位于“笑脸墙”正
下方Ɉ照片上，他揽着妻子陈秀珍的肩，笑
得十分灿烂Ɉ曾当过 12 年村委会主任的
他，最近正忙着把自家的老房子改成民
宿Ɉ他感慨地说：“总书记讲不能落下
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神
山村做到了ʘ”

村民胡玉保是“笑脸墙”上另一位笑
得特别开心的村民Ɉ我们见到他时，他正
在自家黄桃林里忙活Ɉ“今年的黄桃大丰
收啊，个大ɇ味甜，还有村里的合作社帮
我们，收成不成问题Ɉ”胡玉保说，“上
面政策好，下面干劲大，全村老少都一个
心思，干出个新样子，欢迎总书记再
来Ɉ”

小缩影，大时代Ɉ通过探索实践“一
户一亩茶竹果ʗ一户一栋安居房ʗ一户一
个农家乐ʗ一户一张保障网”的脱贫路
子，神山村短短几年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变
化Ɉ“笑脸墙”上张张动人的笑脸，映衬
着神山村的今非昔比，诉说着乡亲们的喜

悦心声Ɉ

红军后代传神气

红色是井冈山的魂Ɉ革命战争年代，无
数先辈在这里以坚如磐石的信念点燃了全
国革命胜利之火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神山村红军后代正以坚定的决心意志，
在脱贫致富的征途上勇闯新路，奋力开创
美好生活Ɉ

神山村红军烈士左桂林，曾担任红四
军第三十二团通讯员Ɉ1929 年 12 月，为保
护红军药库和掩护 3 个年轻小号手撤退，
不幸牺牲Ɉ左桂林烈士的革命精神和红色
基因，如今传承在其孙子左秀发ɇ重孙左香
云身上Ɉ左秀发对着堂屋墙上的烈士证讲
述道：“当年我爷爷闹革命就是为了能过上
幸福生活，现在党和政府帮助我们脱了贫，
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更要用双手去创造
更加幸福的生活Ɉ”

左香云则是神山村的名人Ɉ他在
2018 年 3 月 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开幕前“代表通道”的亮相，让人们
记住了那句朴实的话：“糍粑越打越黏，

生活越过越甜ʘ”上世纪 90 年代，不到
20 岁的左香云外出打工没多久就选择
返乡，誓言“要做出自己的产品”Ɉ为了摆
脱贫困，他尝试了很多办法，修摩托车ɇ
卖手工艺品ɇ做竹品加工ĔĔ他辛勤劳
作，坚持不懈，终于选准了利用本地丰富
的毛竹资源加工竹制品的创业之路ʘ如
今，他与人合伙开办的竹艺品加工厂，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Ɉ2016 年他还注册了
“神山竹”商标，打造用竹筒装米酒的神
山竹酒Ɉ他说：“一根竹子做笔筒一般卖
60 元，现在做神山竹酒可以翻倍ʘ还是
要走特色创新之路，提高附加值Ɉ”左香
云的厂子一年需要上万根毛竹，户户有
竹林的村民都有了增收机会Ɉ

谈到未来生活，左秀发ɇ左香云父子

充满希望：“咱们只有靠双手奋斗，把日
子越过越好，才对得起革命先烈用生命
换来的红色江山！”

映山红美显神气

井冈山上，一曲悠扬的《映山红》，令
人心神激荡Ɉ映山红，又名杜鹃花，老区
群众亲切地称作“希望花”，无论生长在
多么贫瘠的地方都努力绽放，用绚烂色
彩给大地带来勃勃生机Ɉ

彭夏英，神山村一个贫困家庭的普
通妇女，在总书记来家做客ɇ亲切慰问的
关怀感召下，在党和政府帮扶下，依靠自
己的勤劳和坚毅，成为神山村一朵美丽
的映山红Ɉ

说起过去，彭夏英有辛酸更有不甘Ɉ
早年，她丈夫在外务工时摔伤了腿，干不
了重体力活，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
她肩上，但她不甘心被贫困撂倒Ɉ“我不
想当贫困户，贫困户的小孩找对象都
难”，这是她经常同邻居讲的心里话ʘ摆
脱贫困ɇ勤劳致富，成为她坚定朴实的
梦想Ɉ

彭夏英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坚
信“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Ɉ她抓住 2016
年以来神山村旅游发展的大好势头，开
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Ɉ她和丈夫拿出
建房积蓄，将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屋腾出
来，置办餐具桌椅，用心把农家乐经营得
红红火火Ɉ2018 年，光这一项，家里就有
10 万元收入，还有游客称她为“神山最
美厨娘”Ɉ她还注册“夏英米果”商标，和
丈夫开起神山特产小卖部，卖自家制作
的米果ɇ笋干ɇ腊肉ɇ竹篮ɇ竹筷等山村土
特产，每月又有一笔收入Ɉ

彭夏英不仅自己主动申请脱贫，还
积极带动村民一起脱贫ʘ她经常讲：“党
和政府只能扶持我们，不能养着我们Ɉ”
在改造土坯房ɇ出资入股合作社ɇ支持村
里公益事业等事情上，彭夏英处处带头，
心像山泉一样清澈Ɉ

带头致富长神气

近几年，在外务工的村民们发现，神
山村驶入了脱贫致富的快车道，家乡变
化太大了，于是纷纷返乡寻找希望，至今
已有上百人，彭展阳就是其中一个Ɉ他原
本在山外一家企业的技术部工作，2016
年总书记来神山村考察后，这个小山村
在全国出了名，于是毅然回乡发展Ɉ

彭展阳几经辗转瞄准了乡村旅游，
感到这是神山村值得深挖的一个富矿，
可以开拓思路ɇ深耕细作Ɉ在乡里和村里
的大力支持下，2017 年初，他和几个村
民发起成立神山村旅游协会，围绕统一
标准ɇ对接资源ɇ做好统筹，多次组织旅
游接待服务培训，大力推进美丽庭院建
设，统一农家乐配套设施，统一饭菜种
类ɇ质量和价格Ɉ协会跟外界广泛联系，

先后引来多家井冈山红色培训机构到村
里对接，想方设法让游客多来神山ʘ协会

特别在接待安排上向贫困户倾斜，使他
们有机会ɇ有信心更快地脱贫奔小康Ɉ

2018 年，彭展阳通过选举担任神山
村党支部书记ɇ村委会主任Ɉ他按照“培
训到农村，体验到农户，红色旅游助推精
准脱贫”的路子，带领村民成立神山村商
务服务有限公司ʗ好客神山乡村旅游有
限公司，还创办“神山糍粑”体验旅游项
目，实现了村民和村集体同步增收ʘ现
在，神山村有 16 户发展农家乐，50% 的
村民参与到乡村旅游服务中，旅游成了
村民增收的主渠道Ɉ

驻村帮扶添神气

在神山村，村民们都乐意跟一位皮
肤黝黑ɇ身体健壮的干部交流，并用客家
话亲切称呼他“阿燕”Ɉ这个阿燕，就是在
神山村驻村帮扶 3 年多的茅坪乡党委委
员李燕平Ɉ

2016 年 6 月，李燕平来到神山村挂
点帮扶Ɉ当初的所见所闻，他记忆犹新Ɉ
那时候，全村沉浸在见到总书记的喜悦
中，激情点燃了，动力起来了，但人气还
不旺，常住人口多为老弱妇孺，年轻人大
多外出务工Ɉ

怎么办？凝神先聚气，干事先聚人Ɉ
2017 年春节前，神山村组织了一次题为
“走好小康路，感恩总书记”的团圆饭活
动，李燕平负责组织落实Ɉ通过多方联络
邀请，众多在外的村民纷纷回来，231 人
的村子绝大多数来吃了团圆饭Ɉ当天，全
村共摆 20 桌，村民们拔河ɇ跳绳ɇ舞龙，
人头攒动，好不热闹Ɉ席间，为了给大伙
加油鼓劲，村里还表彰了最美脱贫户ɇ最
美神山人ɇ优秀党员Ɉ名字叫起来就是一
阵掌声，荣誉一宣布就是一阵喝彩，团圆
饭吃成了齐心饭ʘ之后不少村民陆续返
乡，山村活力如甘泉涌现Ɉ

李燕平对每家每户的情况都十分了
解，对村民家里的角角落落都非常熟悉Ɉ
他白天忙着在村里跑事情，晚上挨家挨
户串门走访Ɉ“我们把阿燕当亲人，不光
跟他聊增收门道，家里生活上的事也会
让他帮着出主意Ɉ”一位村民笑着说Ɉ

神山村现在农家乐办得火，也与李
燕平有渊源Ɉ开始时一些村民在办农家
乐上有担忧，怕弄砸了赔本Ɉ李燕平主动
上门做思想工作，帮着一块规划院落ɇ一
块设计菜品，还帮忙申请创业担保贷款Ɉ
他说：“干部只有在每个环节都贴心用
心，乡亲们才会安心放心Ɉ”

驻村 3 年多来，李燕平每月至少 20
天在村里，越是周末ɇ节假日游客越多，
他更是待在村里，这几年春节都是在村
里过的Ɉ村民们说，阿燕跟我们在一起的
时间比陪家人ɇ孩子还多，为我们付出了
时间，倾注了感情Ɉ

小小神山村，像这样的故事还很多Ɉ
在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鼓舞下，神山
村正阔步行进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大路
上，必将书写更多新的“神气”故事Ɉ

新华社北京 9 月 19 日电

神山村，神气起来了

上图：脱贫前的井冈山市神山村一角ʪ摄于 2016 年 1 月ʪ
下图：现在的井冈山市神山村一角ʪ摄于 2019 年 9 月ʪ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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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山村脱贫调查

从贫困户家出来，初秋的大湾村已是
暮色沉沉，余静偷偷找了个没人的角落，
掏出手机 ，一对小脑袋出现在手机屏
幕上ʪ

“妈妈，回来吃饭啊ƀƀ ”电话那
头 ， 1 1 岁的儿子ʩ 5 岁的女儿齐声
唤着ʪ

“这周末一定回家，晚上要早点睡
觉ʪ”余静捧着手机，语气温柔，更听得
出抱歉ʪ余静跟记者说，这话她上周就说
过，结果食言了ʘ

2015 年 7 月，余静一狠心给刚满 6
个月的女儿断奶，从安徽省金寨县中医院
主动请缨来到同县的大湾村任驻村第一书
记ʩ扶贫工作队队长ʪ她说，驻村的日
子，唯有用手机视频才能与儿女短暂“相
聚”ʪ

对这位 80 后母亲来说，这是一个艰
难的选择ʪ余静告诉记者，当年离开家，
她挣脱黏在身上的女儿，交给奶奶抱着，
抓起包快步走向门外，伴着女儿的哭声越
走越远ʪ

更让她忐忑的，是她即将面对的“新
世界”ŸŸ当年的大湾村是大别山腹地远
近闻名的穷山村， 1000 多户村民中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 211 户，村庄空心化严重，

不少村民家门口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一锁
就是好几年ʘ“一路越往山上走，我的心
就越沉ʪ”余静回忆ʪ

初来乍到一亮相，余静披着头发ʩ蹬
着坡跟鞋ʩ穿着防晒服，“县里干部不一
样，就是比咱山里人漂亮，不知道干事是
不是一样漂亮？”看着余静，村干部们心
中有些疑虑ʪ

事实证明，这个出生在金寨农村的姑
娘天生有着映山红一样的个性，既然种在
大别山间，便把根紧紧扎进石头缝里ʘ

大湾村曲折蜿蜒的山间小路上，从此
多了一个瘦小的身影ʪ为了弄清村民的致

贫原因，余静走遍了全村 37 个村民组ʪ
白天走村入户ʩ夜晚整理材料，成为余静
驻村以来逐渐养成的生活习惯ʪ

几年来，记者多次来大湾村采访，常
常得在村子的角落里四处“找”余静ʪ有
时得翻山越岭，追到丛林深处贫困户的天
麻地上；有时需要捂住口鼻凑近猪圈，听
她和老乡商量新的养殖项目；还有的时
候，会在贫困户家的厨房找到她，她常陪
着老乡窝在土灶台后头，一边帮忙生火，
一面帮着算脱贫账ʪ

村民陈泽平过得辛苦，老伴右手残
疾，丧失劳动力，儿子多年前在车祸中意
外离世ʪ余静一次又一次登门，先为他争
取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由政府补贴搬进
山下居民新区，又给他介绍了护林员的工
作，还帮他加入了光伏发电项目ʪ村民汪
能保夫妇是对“药罐子”，多年来因病致
贫，也是余静帮忙四处寻医问药，对接扶
贫政策ʪ

余静一次次ʗ一日日敲开贫困户的家
门，也敲开了老百姓的心门ʘ

有人说她晒黑了，有女领导来检查工

作，实在看不过去，直往她手里塞防晒
霜ʪ现在的余静常常扎着头发ʩ穿着冲
锋衣走村入户，结婚时买的小轿车也成
了下村专用车，常年灰头土脸ʘ

村民们说，余静变成自家人了ʪ记
者采访时，碰见村里的一位失语村民，
每次来村里，总能看到他跟在余静身
边，向记者指着余静竖起大拇指ʪ“她
啊，比亲女儿都亲！”村民张邦若说ʪ

更多人说，余静扶贫工作确实干得
漂亮ʪ当年那个表态发言还要写在纸上
念出来的腼腆姑娘如今成了能独当一面
的扶贫女将，大湾村的各类数据ʩ特色
产业如数家珍，发展致富的新点子ʩ新
思路层出不穷，“大湾村也见证了我的
成长ʪ”余静说ʪ

记者走在村子里，看到如今的大湾
村，白墙黛瓦的小洋楼林立ʩ古色古香的
游客接待中心几近完工，民宿与茶厂间
一辆辆大巴车穿行，一条“山上种茶ʩ家
中迎客ʩ红绿结合”的绿色发展之路正在
小山村徐徐铺就ʪ近 3 年大湾村共脱贫
1 3 5 户 3 6 8 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1 . 3% ，2018 年实现“村出列”目标ʘ

去年任期结束时，余静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留任，今年大湾村还有 31 户 43
人尚未脱贫，全村上下都在掐着秒表拼
命干ʪ

“儿女只能ź养Ż在手机里，你后
悔过吗？”记者问余静ʪ她说，孩子们
也来过大湾村，看到好山好水兴奋地拍
起小手，“我要继续ź带着Ż他们看到
大湾村越来越多的变化ʘ”

就在记者此次采访结束两天后，借
着去县里开会的机会，余静抽空回了
家ʪ夜里到家，天亮便又要回村，她亲
了亲早已熟睡的儿女ʪ

此时，夜已深，花未眠ʪ
（记者陈诺）新华社合肥 9 月 19 日电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刘
彤）“驻村以来，以张刚为
队长的国家电网陕西省宝鸡
供电公司工作队干部，倾心
倾力地为群众特别是贫困户
服务，真心实意地为我们办
实事ɇ解难题Ɉ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 2018 年全村脱
贫 56 户 190 人，贫困发生
率下降到 0 . 84% ，退出了
贫困村行列Ɉ”当记者来到
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天度镇
下寨村时，村党支部书记王
录社发出了由衷的感慨Ɉ

下寨村位于六盘山集中
连片贫困带，地质条件差ɇ
基础设施薄弱Ɉ全村 1225
户 5142 人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有 154 户 602 人Ɉ摆脱
贫困成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最热切的期盼Ɉ

2018 年 7 月 6 日，张
刚来到下寨村，担任驻村工
作队队长Ɉ为了尽快取得实
效，张刚为自己提出了“驻
村就要扎根，帮扶就要实
效，扶贫就要摘帽”的工作
准则Ɉ王录社说，张刚一到
下寨村，就挨家挨户采集信
息，了解每家贫困户的真实
情况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帮扶
举措Ɉ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张
刚将一个村民小组的 96 户贫
困户走访了两遍，并绘制了贫
困户分布图；扶贫政策汇编也看过了六
遍，对ď六个精准Đď八个一批Đď两不愁三
保障Đď贫困人口识别ɇ退出程序Đ等政策
熟记于心Ɉ很快，他就从一个对农村工作
两眼一抹黑的ź门外汉Ż，变成了懂政策ʗ
知村情ʗ会帮扶的ź领路人ŻɈ”王录社说Ɉ

贫困户祁乃贤患有青光眼和白内
障，由于爱人早逝ɇ 83 岁的母亲和上
大学的女儿对家里收入的贡献微乎其

微，全家的生活需要他一个
人承担Ɉ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张刚亲自将祁乃贤送到
宝鸡市人民医院治疗，两次
手术期间找专人照顾ɇ陪
护Ɉ祁乃贤治愈后，张刚又
帮他发展起了养猪产业Ɉ为
了帮助他女儿完成学业，张
刚每月还从工资中拿出 300
元，作为她的生活费Ɉ

张刚说，为了斩断代
际贫困传递的链条，让贫
困家庭的子女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让他们阳光
自信地成长，依靠知识改
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扶
贫 必 须 将 他 们 列 为 优 先
对象ʘ

为了巩固脱贫成果，张
刚和村两委会提出：必须一
手抓产业扶贫，引导ɇ带领
群众发展特色养殖ɇ种植，
走农业集约化经营道路；一
手抓村集体经济发展，提高
村集体投入公益事业的能
力Ɉ在他的奔走努力下，下
寨村电站扩容采用了更先进
的单晶硅光伏发电板，提高
了发电效率，仅此一项就可
实现村集体收入每年 10 万
余元Ɉ

张刚说，一名党员就是
一面旗帜；一名帮扶干部就
是一个标杆；一个驻村工作
队就是一个坚强的堡垒Ɉ扛

好大旗，树好形象，当好人民的服务
员ɇ勤务员，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
的要求，也是一个驻村帮扶干部应有
的觉悟Ɉ

目前，下寨村仍有贫困户 17 户
43 人，保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的
任务仍然艰巨Ɉ“我已经向上级递交
了申请，延长驻村帮扶到决战胜
利Ɉ”他说Ɉ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贫困村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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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母亲余静
主动请缨到贫困村
当扶贫干部 ，从当
年那个表态发言还
要写在纸上念出来
的腼腆姑娘 ，蜕变
成了能独当一面的
扶贫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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