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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邓文辉）4月26日，石门县蒙泉镇河
长办组织人员对道水河开展河道保
洁。他们驾着小船，拿着竹篙、火
钳、捞网等工具，将河道两岸的垃圾
清理干净，打响道水河水体环境卫
生保卫战，争取早日实现“水清、岸
绿、景美、河畅”的生态美景。

道水南源出慈利县五雷山东麓
之三王峪，自西北向东南流经两河
口入石门县境，经冯家坪，注入夏家
巷蒙泉水库（中型），泄出后向东流，
经磨子坪、夏家巷、梅家河，至尖刀
嘴与北源汇合，流经石门的有33公
里，经过夹山、蒙泉两镇。今年来，

蒙泉镇河长办联合镇环保站，由镇
级河长带队，对全镇20个村（居）的
河流、水库、堰塘、沟渠开展环境卫
生检查工作，对发现的河湖乱象问
题进行了现场交办。目前，20 个村
（居）共明确专职保洁员共20名，各
村（居）正在有序开展巡河和河湖保
洁工作。

处于道水河上游的夹山镇，今
年加大工作力度，积极配合道水北
源和洲浒溪县级河长每月开展巡
河、提醒镇级河长每旬巡河、督促各
村（居）河长每周巡河，根据巡河发
现问题，建立台账，按时、按质、按量
完成“清四乱”问题的整治销号。

石门

有序开展道水河巡河和保洁

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张玉红）4月29日至30日，市农教办
在西湖管理区西洲乡政府举办了西
湖片区乡村振兴重点村建设培训
班。

西湖片区乡村振兴重点村包括
裕民村、黄泥湖村、渔民新村 3 个
村。该示范片重点做好“现代农
业、农村改革、人居环境、乡村旅
游、美好生活、治理机制、文明新
风、组织建设”8 个示范，全力打造
好“牧业小镇，美丽村庄，乡村旅

游”三大亮点，探索出“种养加销游
创”的全产业链模式。培训主要内
容为中央、省、市关于乡村振兴相
关文件的解读与农民思想道德教
育宣讲，南方标准化大棚建设设施
及方法，水产养殖（鱼）病虫害防
治，翠冠梨种植病虫害防治，藕尖
加工工艺，苜蓿草种植技术等。渔
民新村村民刘新勇参加培训后表
示，听了水产老师的讲课，看了甲
鱼生态养殖现场，他对自己的60多
亩鱼塘信心更足了。

市农教办

举办乡村振兴重点村建设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田菊英）4 月 28 日，记者从澧县农业
局获悉，该县正积极谋划供港供深
蔬菜基地项目建设。该项目以正
新农业为核心，以周边火连坡、码
头铺、甘溪滩 3 个镇为基础，打造 3
万亩供港供深有机蔬菜生产基地。

该项目系今年澧县首个重大
农业招商引资项目，由大亚湾中南
实业发展总公司（央企）对常德正新
农业进行增资控股，根据规划，将进
行一系列重大投资，包括建设 3 万
亩有机蔬菜种植产业园、鲟龙鱼养
殖产业园，设立中国农科院博士站，

对园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技术孵
化、技术转移、产品溯源和标准制
定，同时还将覆盖康养农旅等一
体化建设，累计投资将达 15 亿元
人民币。该项目已于 4 月 15 日在
深圳签约，为加快项目的推进与
落地，澧县县委、县政府多次组织
县农业局、林业局、国土局、农经
局及澧县西北片区 3 个乡镇的党
委书记、镇长召开对口工作会议，
要求齐心协力，办好点示好范，相
互配合，把 3 万亩供港供深有机
蔬菜生产基地落实好，为产业扶
贫注入新动力。

澧县

推进供港供深3万亩蔬菜基地建设

4月27日，石门县文旅广体局驻南北镇金河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张忠富专程给记
者打电话，难以掩饰激动与兴奋：9000棵五倍子
树苗已全部补栽至全村山头。加上新栽的500
亩，金河村五倍子种植面积将达 3000 亩左右。
全村野蜂蜜产业有了坚实的后续发展动力。

最近，让张忠富开心的事情还有很多。
4月16日，市农科院专家组一行5人，为金

河村野茶资源的种植历史进行科学考证。经调
查，考察组认为该村野茶树群落分布在 700 至
1000米海拔区，最老的有近千年，且长势良好、
茶芽饱满。

当晚，张忠富在与农科专家聊茶产业发展
问题时，还接到2个电话，一个是张家界慈利县
德军中药村种植专业合作社，说赠送给村里的
五倍子树苗明天可以来拖；一个是湖北清江特
种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说去年年底就着手考察
的集加工、休闲、观光为一体，一期投资1000多
万元以鲟鱼为主的冷水鱼养殖项目，明后天将
派员衔接进一步事宜。

“野蜂蜜、野茶、冷水鱼养殖3个项目的扩大
与投产如若成功，势必成为金河村村民的致富
路径。”张忠富如是说。

扶贫不会扶一辈子，村民如何依托现有资
源形成稳定的经济收入，是工作队驻村以后要

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只有具备持续生命力的产
业发展起来，村民的生活来源才有持续性。这
便是扶贫的最终目的与意义。

2017年2月，张忠富怀揣着责任与梦想到金
河村开展扶贫工作。由三台、金河、红耀、南岔、
白竹山五个自然小村合并而成的金河村，平均
海拔1200米，是我市最偏远、海拔最高的村落。
经济基础相当薄弱，群众思想十分不稳定。

大山深处，955名乡亲从此多了“张队”这个
贴心人。

除了全面走访、新修公路、技能培训，产业
发展的可持续性始终装在张忠富的心里。从驻
村第一天开始，他就盘算着金河村的长远发展
规划。

3000多亩的野茶生产、20000亩的金钱柳种
植、40多亩人参的药材种植、700多桶产量的蜂
蜜养殖目前已经产生效益，村人均年收入从以
前的3000多元，增加到了现在的8000元左右。

4月16日，南岔片1组70岁的张先银见记者
前来，急忙递上一根精品白沙香烟。“哟，档次不
低啊。”记者边接边笑着说道。

他是村里的野蜂蜜大户。前不久，新置的
20个用于野蜜蜂筑巢的木桶放在了山上，数量
达到81个。去年，仅野蜂蜜一项，张先银纯收入
就有4万多元。在他家厨房屋顶，腊肉一排排地

挂着，桌上放着刚刚开箱的八宝粥。“以前上山
饿肚子，现在有八宝粥，方便。如果不是‘张队’
的启发与帮助，我家的野蜂蜜、中药材也不会有
现在的规模，又哪里会有现在的好日子哟。”

现在的金河村，几乎家家养起了野蜜蜂。
规模不一，户户受益。

去年农历腊月廿八，红耀片3组最后一座吊
桥完工。3座由钢丝绳、铁板、混凝土组成的吊
桥最小跨度为27米。桥虽谈不上气派，却极大
地方便了该河两边 72 户 120 位村民的出行、农
作。由一两根木头搭成的几个简易桥，永远成
了历史。

两年的时间，金河村改变的不只是基础建
设，还有村民的思想。家家户户对药材、茶叶、
养蜂、烟叶生产，除了意识更有热情。现在的金
河村，勤劳致富蔚然成风。2016年，金河村在全
镇8个村（居）“年度绩效考核”评比中是三类村
第八名，2017年是二类村，2018年一跃成为一类
村。以前的“老先进”也排在了金河村之后。

“把老百姓当亲人，不是写在墙上而是记在
心里。”“老百姓的批评，都是我们的错，是我们
的工作能力与方法不到位。”这是张忠富扶贫工
作的两个原则。他的身影，每天穿梭于373户农
户与座座山头之间，无论春去与秋来，雪日或晴
天……

“把老百姓记在心里”
—— 石门县南北镇金河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张忠富小记

□本报记者 彭进军

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陈亚琳）4月26日，市林业局负责人
来到鼎城区蔡家岗镇镇南居委会，
现场调研市油茶良种繁育中心项目
推进情况。

市油茶良种繁育中心规划建设
面积350亩，是集产、学、研于一体的
油茶科研培育中心，配备现代化的
育苗设施和科研实验室，主要开展
油茶优良品质选育、良种繁育及栽
培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项目现处于
初期推进阶段，已完成采穗圃11个
油茶品种种植培育、道路、堰塘、苗

圃土地平整，水生植物种植等。
近年来，市林科所高度重视油

茶育苗和采穗圃基地管理，2018 年
完成新育油茶容器苗100万株，向湖
南地区推广种植寒露油茶品种4000
亩，对灌溪镇铁山村“铁城一号”油
茶采穗圃基地进行了提质改造。

市林业局负责人表示，市油茶
良种繁育中心定位清晰，现已初具
规模，前期工作值得充分肯定。下
一步要紧跟推进，多学习外地好的
经验，提前谋划运营和管理，加大宣
传和推广力度。

市林科所

350亩油茶良种繁育中心初具规模

本报讯（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燕秀梅 王晶）4月25日，桃源县漳江
街道金雁村40名党员志愿者们对村
主干道的杂物和各种垃圾进行清
扫，铲除杂草和“牛皮癣”，向村民宣
传人居环境整治的好处，呼吁大家
参与共建美丽家园。

连日来，金雁村陆续开展“人居
环境党员志愿者在行动”综合整治
专项行动。志愿者们带着砍刀、油
锯，沿着河堤砍除树木，清除杂草，
并将杂草、树木和垃圾运送到垃圾

集中处理点。通过一整天的辛勤劳
动，将 4000 余米长河道两旁的杂草
旁枝清理干净。

截至目前，该村党员志愿者出
动人力200人次，制作人居环境宣传
牌15块，宣传横幅5条，发放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标准宣传册538份，垃圾
桶500 个，制作包保责任牌并上墙；
开展志愿活动5次，清理卫生死角48
个，拖运垃圾120车，约120吨；清理
沟渠4条，安装路灯70余盏，河道旁
筑起加固围栏6000米。

漳江街道金雁村

40名党员志愿者环境整治挑大梁

本报讯（记者 杨晟 通讯员 谢
斌）4 月 22 日，桃源县杨溪桥镇 4 月
份各村（社区）农村环境卫生评比工
作启动。

据悉，该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指挥部通过走访指导的
形式，对全镇14个村（社区）的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进行阶段性检查，全
方位考核打分排名。同时，逐户对
庭院整洁、房前屋后、垃圾处理等
情况进行检查评比，评选出“最美

庭院”“最清洁户”“温馨提示户”，
并张榜公布。通过示范户带动更
多的家庭朝着“最美庭院”目标迈
进，共同营造干净、整洁、美丽的人
居环境。

今年来，该镇通过建立考核评
比机制，周督导、月考核，并开展评
比活动，增强了全镇环境卫生人人
有责的意识，提升了群众参与度，实
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制度
化、常态化。

杨溪桥镇

评比考核促人居环境整治

不到5年的时间，桃源君和茶业旗下品牌便
荣获第十二届“中茶杯”特等奖，连续三年拿出
盈利15%以上分红给茶农，产业发展还让杨溪桥
镇1678名贫困人口走上了致富路……

“为何会在常德茶界异军突起？”4月18日，
在君和茶业的生产基地，记者问君和茶业负责
人詹立君。詹立君笑了笑说：“先不急，尝尝这
杯红茶了再说。”端起詹立君递过来的红茶，看
外观汤色红艳明亮，品一口滋味甘鲜醇厚。“好
茶好茶，香。”记者连声称赞。

2015年11月，商界拼搏多年的詹立君怀抱
建设家乡、回馈父老乡亲的愿望，毅然回到桃源
县杨溪桥镇蔡家塘村，成立桃源县君和野茶开
发有限公司，领办树蓬野茶专业合作社，按照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营运模
式，发展茶叶产业。7000名茶农一呼而应加入
合作社，开发乌云界野生老茶园3800余亩，年产
红茶500吨。

“要想品质好，卖出好价钱，我们只能做名
副其实的野茶，每一片鲜叶都采自乌云界国
家自然保护区内的野茶树，片片都要检测，指
标达不到的坚决不要。”詹立君说，保护区的
家家户户都有 1 至 10 亩的老茶园，野茶树大
都具有 60 年以上的历史，地处荒山常年无人
问津，因此造就了野茶的优质内涵，经权威部
门检测完全符合国家乃至欧盟有机标准，且天
然富硒。

今年，茶业对茶农的鲜叶收购价达到每公
斤 120 元。有一天，一名茶农将家门前几两不
正宗的鲜叶上交，因工作人员疏忽没有查出，
第二次筛查查出后，詹立君严厉批评了工作人
员和茶农，还把整批茶叶撤下生产线。

为了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合作社以高于
市场的价格对当地茶农采摘的鲜叶予以优先
收购，年底还提取 15%的销售利润分红给交售
鲜叶的茶农。落马洞村村民黄培根有8亩老茶

园，提质改造后亩产达到 4000 多元，年底能得
到1000多元的分红。

近年来，君和野茶公司承担了省重点产业
扶贫项目，由桃源县扶贫办投入 300 万元专项
资金，收购成熟茶园 425 亩，将杨溪桥镇 1678
名贫困人口纳入受益范围，以委托帮扶的方
式，由公司进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对贫困
户实行利益分红，贫困户可享受茶园纯收入
70%的利润分红，直至脱贫。

为提高知名度，做大做强常德红茶，君
和茶业响应政府号召，去年克服资金运转
困难，撤掉 1800 平方米的老厂房，扩建千吨
红 茶 生 产 基 地 ，多 方 筹 措 资 金 再 次 投 入
3500 万 元 ，高 标 准 改 扩 建 千 吨 红 茶 加 工 厂
房 7500 平方米、茶文化康养接待中心 1500
平方米、茶产品展示展览厅 500 平方米，新
增红茶生产线一条，年生产能力由原来的
500 吨提高到 1000 吨。

1678名贫困人口的致富野茶
□本报记者 杨晟

4月25日，位于
澧县城头山镇的农
康现代葡萄产业园
内，工人们正对“阳
光玫瑰”进行“梳
果”。

据“葡萄大王”
王先荣介绍，“阳光
玫瑰”市场价格每公
斤 60元以上，种植
要求高，成熟前要进
行4次“梳果”。
本报记者 杨晟 摄

4月30日，桃源县木塘垸镇马鞍村四季香果园负责人正在樱桃园里
捆绑驱鸟彩带。该果园占地面积20余亩，有中华樱桃、锦绣黄桃、乌梅、青
奈、黄金李等品种。眼下樱桃即将成熟，为了不让樱桃被鸟儿偷吃，果农采
用驱鸟彩带驱鸟。 本报记者 曾玉英 通讯员 蒯松柏 摄

4月下旬，西洞庭管理区祝丰镇涂家湖村连续5天通过屋场会的形式，
宣传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图为4月25日，该村2组屋场会现场。

本报记者 彭进军 通讯员 刘羽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