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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宋勤芳搬进了将军村首批异地搬迁

安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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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县界牌镇将军村是湖南省省级贫
困村。该村地处衡山深处，这里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溪流淙淙，风景清幽，有“世外桃
源”之称。可为什么守着这样一块“宝地”，
当地经济却发展不起来呢？

记者蹲点采访发现，村里凡是有点本事
的人都走了，出去打工或者干脆举家迁走，
留下来的贫困户大多是老、弱、病、残家庭，
没有能力自己发展种植、养殖。“留守贫困户
只能种地、种菜，可以勉强解决温饱，离脱贫
致富差得还远。”衡阳市地税局驻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李庆芳说，这些“贫中之贫、困中之
困”是脱贫摘帽的难点和关键。

修建脱贫致富路

2015 年以来，将军村先后迎来了衡阳
市地税局、衡阳县政务中心、衡阳县工商局
组建的 3 个驻村扶贫工作队。工作队进驻
将军村后，通过多次走访与实地调查，基本
摸清了将军村致贫的原因。

“将军村最高海拔 1120 米，因地理位置
偏僻、交通闭塞、通讯落后，一直发展不起
来。”李庆芳说。

“村民以种植水稻为主，辅以种植蔬菜、
养殖牛猪鸡等家禽家畜。村里的房屋大多
为土坯房。”将军村村主任王代喜说。

李庆芳对刚到将军村时的情景记忆犹
新：“我们是 2015 年 4 月入村的。那天正下
着雨，车行至村口，就被一条特别窄的泥巴
小路挡住了去路。我们只好卸下行李，扛在
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里走。不到两公
里的路，我们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要想富，先修路”。工作队为将军村量
身定制了扶贫计划，修公路、引水源、通电
话、修新居，多个扶贫项目一一敲定。

驻村工作队先后组织村两委 4 次召开
村民大会，听取广大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对
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民们都举双手
赞成，可是村里没钱怎么办？最终，村民大
会决定：由中标修路企业先全额垫资，同时
发动村民集资一部分，工作队想办法筹措一
部分。工程款按进度每完成一项结算一次。

工作队积极争取政策，通过后盾单位
支持、社会捐资、村民集资等方式，两年多
来，先后共投入资金 800余万元，其中，市地
税局投入 300 多万元，硬化了环将军水库以
及通往黄龙大坳、实慧庵、黄泥嘴、汪老屋
等村民小组的 8 条村组道路，总里程达 19.2
公里。

“以前村组道路坑坑洼洼，行人晴天出
门一身灰，雨天出门一身泥，难得有外人进
村。现在路修好了，基础设施也完善了，不
少游人来村子玩，村民们养的鸡、晒的薯条、
采摘的金银花，一下子就卖出去了。”村委委
员汪金玉告诉记者。

据王代喜介绍，除了完成村里道路的硬
化，截至目前，村里还修建了 12 座蓄水池，
以确保村民安全饮水；新建了移动信号塔，
解决了村里的通讯难题。2016 年底，村里
又建成一栋可供 23 户 81 人无房贫困户和
危房户入住的安居民房。2017 年底，村里
还将完成国家电网改造项目。

路修好了，原来外出务工的村民慢慢回
来了。今年上半年，檀山漏小组的胡甲寅、
胡丁未、廖江元都回到家乡，在老宅基地上
盖起了砖瓦新房，他们说，家乡的路修通了、
基础设施也完善了，他们希望利用自己在外
闯荡的经验，回家乡做点事。

路通了，又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一个个
农业专业合作项目相继进入该村。目前，将
军村已经引进了猕猴桃、天花粉等种植项目
和黄牛养殖项目。这些项目通过流转农户的
荒山，采取“基地+农户”的模式，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同时，这些项目也成为将军村发
展旅游的新亮点，种植季、采摘季，不同时节

有不同的关注点，游客流连忘返。据了解，将
军村目前有 4 个农家乐、近 10 条旅游线路，
2016 年共接待游客 5.8 万人次。“如果通往
衡山的那条 2.5 公里长的公路修好了，村里
和南岳衡山就连起来了，我们村就跻身大南
岳旅游圈了。以后，通过大南岳旅游圈带动
将军村的旅游产业发展，群众致富指日可
待！”将军村党支部书记屈桂初说。

打造发展“金饭碗”

如今的将军村，路通了，村民饮水有保
障了，手机有信号了，山村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现在，将军村已脱贫 69 户 278 人，剩余
贫困户 45 户 168 人，其中绝大部分可望在
今年底脱贫。将军村村民人均纯收入已从
2012年的 1850元增加到 3200元。

5 月 10 日，记者来到将军村和俊生态
农业养殖场，看到成群的土鸡在鸡舍周围和
树林里悠闲觅食。

“这里有 5000 只成鸡，其中，三黄鸡
3000 只、乌鸡 2000 只。这些土鸡一般都在
树林子里放养，不喂食添加剂。由于比笼养
的鸡运动量大，肉质更结实鲜美，深受消费
者欢迎。”养殖户刘平清告诉记者。

刘平清是衡阳县石市镇人，之前在长沙等
地做生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朋友自驾到
将军村旅游，被眼前的山水所吸引。经过考
察，他决定投资这片山水，“抢占发展先机”。

2014年8月，刘平清成立湖南和俊民宿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53.8万元，在将军水
库北侧购买了一栋820平方米的3层楼房，开
设了18间客房，整修一新，又在民宿旁新建了
一个200多平方米的餐厅。他说：“我想在这
里逐步发展旅游和生态养殖产业，也想通过
产业发展来帮扶带动村民增收。”

2015 年，他又在将军村承包了 200 多
亩山地，种植黄桃、苹果、李子、猕猴桃、葡
萄、无花果等，还种了 10 余亩生姜。山间种

植用工量大，先后有 40 多名村民前来帮工，
其中大部分是贫困户。贫困户宋联德参加
果树种植，每天工费 80 元，月收入有 2000
多元。宋联德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没想
到，我们夫妻俩在家门口打工，一年下来能
挣上 3万元呢”。

经过 3 年探索和实践，刘平清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他说，产业扶贫最难的是开
拓市场。如果只做初级产品，没有深加

工，很难取得效益。将军村农业生产用地
很少，多为梯田，地块小，日照不足，不
适合发展大规模现代农业。而没有规模
化、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很难让山村实现
脱贫致富。刘平清建议，将军村要充分发
挥本地生态资源优势，封山育林，发展旅
游产业，并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到当地
的开发中来。“只要路子对了，用不了几
年，将军村的旅游业一定能发展起来！”

把衡山深处的生态优势用起来
中国经济网记者 郝红波

走在将军村刚修
好的环形公路上，我
看到村民们有的正在
往车上装蓝竹，有的
正在装土鸡、土鸭，
有的正等着村民把池
塘 里 的 鱼 捞 起 装 车
⋯⋯没多久，一辆辆
装满农产品的汽车从
我身边飞驰而过。人
们的脸上写满欢乐和
希望，这让我思绪万
千。

我刚到村里的那
天，雨下个不停。将军
村村主任王代喜陪着我
们进村，车开到村口就
被一条泥巴小路挡住了
去路。我们只好从车上
卸下行李，扛在肩上，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泥
泞的小路。两公里多的
路程，我们走了一个多
小时。到了住处，队员
们一个个都累趴下了。

据村干部介绍，将
军村海拔较高，信息比
较闭塞，村民以种田维
持生计，靠山吃山。这
个村不通公路，交通出
行是个大难题。村民的
农副产品卖不出去，外
面的商品也很难进村。
村民没有更多经济来
源，这是导致贫困的直
接原因。

61 岁的贫困户宋
自生说，这几年，村
里人在自家地里种了西瓜、香瓜，盼着到
了瓜熟的季节，能卖个好价钱。他们租了
一辆摩托车，把熟透了的西瓜、香瓜带到
镇上去卖。可山路难走，一路颠簸，到了
镇上，瓜都颠裂了，根本卖不出去，只好
又装回家里喂猪。听了这些话，我的心里
沉甸甸的。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驻村工作队入
户调查时，将军村村民呼声最高的。驻村工
作队先后组织村两委4次召开村民大会，听
取广大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大家面对面地谈
脱贫致富之路，心更齐了。但村里没钱怎么
办？大家一起想办法，最后，村民大会决
定：由中标修路的企业先全额垫资，发动村
民集资一部分，工作队筹措一部分。工程款
按进度每完成一项结算一次。就这样，破解
了燃眉之急，我的心才稍放松些。

62岁的村民宋财芳拉着我说，“我一直
生活在村里，我家小孩刚出生时，经常感冒
发烧。由于路不通，出去看医生要走很远的
山路，孩子的病情被耽误了，落下了病根。
修路是好事，大家出点钱是应该的。”村民
对修路的支持也让我感动。

2015年10月，环形公路的硬化工程按
时启动。历时两个月，一条宽5米、长4.5
公里的公路终于完工通车了！驻村工作队先
后筹措扶贫资金230万元付清了工程款。看
着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少群众当场掉
了泪。

路通了，特色农产品可以卖出去，外来
游客也能进得来。贫困户们看到了希望，正
沿着这条“希望之路”走出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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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县界牌镇将军村驻村

工作队成员

丁松喜

将军村是湖南省省级贫困村，也是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通过深入调研，充分发挥

当地生态资源优势，为将军村制定了“基础设施+生态旅游”的精准脱贫计划，将旅游与扶贫深入对接。他们

从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对将军村逐阶段落实发展计划，使村子发生了明显变化。目前，乡村旅游正在成

为将军村脱贫致富的新引擎。

蹲点调研期间，记者对比了南岳 72 峰

之首的祝融峰与南岳第二高峰、位于贫困村

将军村的雷钵岭。我发现，二者拥有很多相

似的旅游资源，均是烟云烘托，群峰耸立，植

被丰富。而雷钵岭所在的将军村泉水、溪水

更多，还有将军水库，旅游资源更胜一筹。

除了自然资源，将军村的人文旅游资源

也很丰富。守着好风景，不愁没前景。可以

说，将军村发展旅游产业前景极好。

旅游业产业链长、产业面广，“一业兴、

百业旺”。实践证明，旅游业在扶贫攻坚中

大有可为。与其他扶贫方式相比，旅游扶贫

具有更强大的市场优势、更强劲的造血功能

和带动作用，扶贫效果更明显，脱贫持续性

强、返贫率低。而且，旅游扶贫还不破坏生

态环境，可以在保护青山绿水的同时，为贫

困群众赢得“金山银山”。

近年来，将军村加快建设与周边交通网

络的连通，探索“基础设施+生态旅游”精准

脱贫模式，将旅游与扶贫深入对接，乡村旅

游正在成为脱贫攻坚的新引擎。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

“完善旅游设施和服务，大力发展乡村、休

闲、全域旅游。”“全域旅游”概念的提出，扩

大了旅游的内涵和外延，将旅游从狭义的

“景区内”扩展到宽泛的“景区外”，更适合现

代人对养生、慢生活等休闲方式的需求。在

广大城郊、乡村，大力建设各具特色的旅游

小镇，发展乡村游、休闲游，推进全域旅游发

展，不仅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带动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还能推进新农村建设，缩小

城乡差距，意义重大。

通过“乡村旅游示范点+贫困户”“旅游企

业+贫困户”“专业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将

军村积极鼓励村民大力发展和投身旅游业，

许多村民因此成了农家乐的老板、景区的工

作人员，享受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不过，各地乡村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

中，一定要注意保持当地的原始风貌，通过

深入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制定相对完善的旅

游业发展计划。在具体建设中，要注意修旧

如旧，避免落入“千村一面”的俗套。

守着好风景 不愁没前景

将军村党支部书记屈桂初查看土鸡养殖

基地。

中国经济网记者 郝红波摄

“我对脱贫有信心！如果再把旅游搞起
来，我家不但能脱贫，还要争取奔小康。”5
月13日，衡阳县委书记曾秀到将军村走访调
研时，贫困户宋勤芳高兴地说。

68 岁的宋勤芳是将军村因病致贫的典
型，他与老伴、儿子、收养的孙女住在一
起。儿子宋克礼今年 43 岁，1994 年患上哮

喘，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了给儿子治病，家
里欠了4万余元外债，生活窘迫。一家人一
直住在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4间土坯房中，
房屋年久失修，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2015 年，时任衡阳市地税局局长的曾
秀作为将军村精准扶贫对口帮扶后盾单位的
负责人，多次到宋勤芳家调研、慰问，一直
关注他家的生活状况。

“2015年底，我家搬进危房改造后的新
房子。当时，国家补贴了3.1万元，女儿给了
1万元，自己凑了2万元，找几个亲戚借了6
万元，96 平方米的房子总共花了 13 万元。”
如今，宋勤芳在敞亮的新房子里，接待来调
研的曾秀。

2016 年 7 月 ， 曾 秀 调 任 衡 阳 县 委 书

记，继续关注着将军村的扶贫工作。“你家
的房子紧挨着水库，门口就是交通主干
道，这可是将军村最好的地段。利用这个
优势开个商店，既可以帮村民卖些土特
产，还可以搞个农家乐增加收入。”曾秀给
宋勤芳提建议。

曾秀说，易地搬迁安置坚持就近、集中
原则，不仅节约土地，还可以让搬迁群众共
享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机会，是“结合贫困
户实际情况制定的举措”。

“以前住在土坯房里，赶上连续几天下
大雨，就怕房子会倒塌，有时晚上都不敢睡
觉。现在搬到新房子里，打雷下雨都不怕
了。”宋勤芳笑着说。

宋勤芳一笔笔算起了自己的脱贫增收

账：“原先养了3头牛，去年3月借款2.8万元
又买了4头牛，当年就生了3头牛犊，养3年
出栏，按现在的市场行情，靠养牛每年赚 1
万多块钱不成问题；老伴养了两头猪，一年
出栏一次，可以赚 3000 元；儿子身体恢复
得好，可以出去打零工，一年至少能挣5000
元；山上种着3亩水稻，每年能收粮食2700
多斤，家里的粮食和蔬菜也不用花钱。”

将军村的目标是到今年底贫困户全部脱
贫，宋勤芳对此很有信心。他说：“村里正在
抓紧发展旅游，这可找对路子了！我们这里
山清水秀，特别适合搞乡村游。我儿子身体
虽然不太好，但如果旅游发展起来，也能找
到适合他的事情做。再过两三年，我家还会
大变样的！”

宋勤芳细算脱贫增收账
小满时节，村民在水田里插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