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冬,清晨的井冈山大雾弥漫，黄洋
界下的神山村在雾气朦胧中慢慢苏醒。
涓涓溪流旁，客家小楼上，一缕炊烟掀开
了新的一天。年近七旬的村民左秀发迈
出家门开始晨练，闻着空气中的花香，漫
步在整洁干净的通村公路上，看着赏心悦
目的村庄新景，左秀发一脸惬意地说：“这
哪还是从前那个穷、破、脏的神山村，简直
就像个神仙村。”

要不是看到村民中心广场陈列展示
的一张张老照片和文字说明，很难想象，
这里 54 户居民中，曾有贫困户 21 户 50
人，贫困率高达30%以上。满头银发的原
党支部书记彭水生告诉记者，以前村里有
个顺口溜：神山是个穷地方，有女莫嫁神
山郎，穿的旧衣服，吃的红薯山芋当主
粮。“这几年，村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路也宽了，屋也亮了，喇叭也响了，荷包也
鼓了，每家每户都过上了幸福生活。”

新村貌——

吃穿住用行 全都变了样

“想致富，先修路，我们是井冈山最后
一个通公路的行政村。”彭水生回忆，过去
村民挑着山货到乡里需要走五六个小时
山路。现在从村里开车到镇上只需要半
个多小时。神山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彭展
阳介绍，最近一次道路改造是去年下半
年，不仅把路拓宽到5.5米，全部铺上了沥
青，还在村口新修了一条路，与原有道路
形成小环线。

如今，村里家家户户白墙灰瓦、统一风
格的客家楼房很是整洁漂亮。可是，两年
前村民们大多还住在土坯房里。居住条件
的改善，得益于当地大力推行的“安居扶
贫”工程。2016年初，市县乡组成的驻村
扶贫工作组着手改造神山村的房屋，提出

“不让一户贫困群众住在危旧土坯房里奔
小康”的目标，采取“群众自筹、政策补贴、
帮扶单位支持、爱心基金援助、贴息贷款解
决”的办法，先后投入300余万元资金，对
全村37栋土坯房维修加固和拆旧建新，实
现了“旧房变新房”。

土坯房“变身”，屋里的卫生环境也不
能落下。这两年，村里已经全面完成“厕
所革命”，每家每户都建起水冲厕所，卫生
状况大为改善。记者看到，家家户户门前
都有垃圾桶，村里还设立了垃圾分类回收
点。村民介绍，村里实行垃圾集中转运，
污水集中处理，还能雨污分流。

不仅居住条件改善，村里还建了休闲
广场，村民们平时锻炼休闲有了好去处。
以前村里没路灯，村民们晚上很少出门。
这两年，村里安装了路灯，平整出小广场，
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唱唱山歌、交流信息，致
富的点子也越来越多。村里还经常在节庆
期间举办民俗表演、红色故事讲演等文化
活动，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随着黄桃
产业的壮大，村里已经举办了两届黄桃节。

彭展阳介绍，村里大力推进环境整
治，近两年完成村内竹篱笆建设1.5千米，
设置了一个红色书屋，完成村内广播、旅
游公厕、大型停车场和村部旁小型停车场

建设。一系列举措让神山村的面貌有了
巨大改观。

新产业——

农工文旅商 致富有保障

刚接待完一批游客又迎来新的一批，
神山村村民、红军烈士后代家属彭冬莲的
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致富奔小康，对于两年前的彭冬莲来
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前我们家条件
差，孩子都在外面打工，我们就去山里背
毛竹卖给手工艺厂，一年下来没几个钱还
特别辛苦。”彭冬莲告诉记者，如今她家不
仅入股了黄桃、茶叶专业合作社，还吃上
了安稳的“旅游饭”。

走在神山村，随处可见村民与游客热
情互动的场景。彭展阳告诉记者，2016
年来神山村旅游的人数达 9 万多人次，
2017 年这个数字上升至 22 万多人次，今
年预计超过 30 万人次。目前，全村从事

“农家乐”、民俗体验、采摘、旅游产品制
作、土特产品销售等农户已达 16 家共 56
人，帮助全村年人均增收2000元。

曾经的贫困户彭夏英，利用改造后的
房子开起了“农家乐”，大山里的南瓜、茄子、
马齿苋等，都成了游客稀罕的特色菜。仅凭

“农家乐”，她家年收入就能超过10万元。
长年在外打工的左春仁看到村里人

气越来越旺，就回到家乡制作旅游纪念
品，就地取材、现做现卖，平均下来月收入
有五六千元。他还开了一家淘宝店，把神
山村的土特产通过互联网销往全国各地。

54 岁的村民彭丁华，以前开过面包
店、经营过广告公司，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想带领村民一起奔小康。为此，他专门赴
福建考察食用菌种植，最终选择发展当地
市场少见的珍珠菇，价格是普通菌类的三
倍。目前，彭丁华已经试种了一亩 6000
桶的珍珠菇。“如果种得好，一年能挣 8万
元至 10 万元。”彭丁华信心满满地说，顺
利的话，明年就推广到全村。

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左香云，原来只
是从事毛竹工艺品生产，如今成了村里的
致富带头人，新注册商标的“神山竹酒”已
初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不仅给村
民带来了更多就业岗位，也为当地毛竹产
业带来了巨大的增值空间。

“脱贫的关键在稳就业，根本在强产
业。”井冈山市脱贫办主任刘新告诉记者，
在脱贫攻坚战中，亟需发展更具经济效益
的产业。为此，市里对贫困村分类施策，因
地制宜编制了产业规划。

“我们对全村 4500 亩毛竹实施了低
改，并确定了以茶叶、黄桃、雷竹为主的特
色种植业。目前，全村种植黄桃和井冈红
茶叶均超过200亩。”彭展阳告诉记者，通
过市县乡产业扶持、部门筹集、社会捐助
等多种方式，每个贫困户都有2.2万元“股
金”入股到合作社，并确保不低于 15%的
分红。非贫困户则鼓励其以资金和土地
流转两种方式，入股合作社，实现了户户
有股份，人人可务工。

“在合作社打工，一天能挣 120元，还
能照顾家里，比在外打工强多了。”平时在
黄桃合作社工作的村民彭青良说，仅务工
收入就能达到1.5万元左右，再加上年底分
红，家里的收入有了保障。2017年，神山村
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5万元，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 8600 元。就这
样，神山村在全国率先实现脱贫“摘帽”。

新展望——

振奋精气神 共同奔小康

看着楼上楼下装修一新、设施齐全的
6间客房，彭水生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自
打今年年初开办“民宿”以来，已经吸引了
近百批次的游客。“以前游客来了，参观参
观，吃个饭就走，现在把他们留下来，拉动
了更多消费。”

随着采摘、民宿、培训等新业态的兴
起，不仅让村民旅游产业的“金饭碗”变得
更加沉甸，更激发出当地村民干事创业谋
发展的热情。

彭展阳告诉记者，在全国率先实现脱
贫“摘帽”后，村里更多考虑的是可持续发展
问题。“只有把村集体经济做大做强了，才能
实现高质量的脱贫，高质量的奔小康。”

背靠大井冈，神山村把红色旅游与乡
村旅游深度融合,紧扣“井冈桃源、好客神
山”的定位，不仅开发了神山谷、双龙潭、
水帘洞等景点，还将神山与八角楼、象山
庵、黄洋界、红军被服厂、红军练兵场等景
区景点串联起来，形成旅游精品线路，融
入井冈山全域旅游。

村里的旅游业态也日趋丰富。这两
年，神山村进一步完善景区功能，实现免
费 WiFi 全覆盖；充分挖掘本地传统民俗
风俗，推出了打糍粑、磨豆腐、做竹筷、编
竹艺等民俗风情游；依托黄桃、茶叶产业，
推出赏桃花、摘黄桃、采茶叶等体验游；依
托糍粑特色产业，规划建设糍粑小镇；当
地还积极争取各类红色培训机构的支持，
把村子列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的社会
实践点，与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江西干部学院共同推出了“精准扶贫
课”，探索了一条“培训在农村，体验在农
户，红色旅游助推精准脱贫”的路子。

“红色旅游给革命老区带来了客源流、资
金流、信息流，更开阔了乡亲们的视野。”左春
仁说，大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高，只要聚在
一起，谈论最多的就是交流信息，谋求发展。

2016 年，神山村还只有几十人留守，
如今村里常住人口已接近200人，小山村
热闹起来。左春仁说，像他一样返乡创业
的村民越来越多，这些生力军正成为神山
村源源不断的发展内生动力。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过越甜。我
们要努力把神山村打造成一个乡风文明
和家庭文明同步、村容村貌和家庭环境同
步、村民收入和村集体收入同步的美丽乡
村。”彭展阳坚定地说。

地处井冈山黄洋界脚下、

罗霄山脉中段，平均海拔800多

米的神山村有 54户 231人，耕

地 198 亩，山林 4975 亩。由于

位置偏远、交通不便，该村长期

闭塞落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

家庭是贫困户，是革命老区典

型的贫困村。

如今，在国家精准扶贫政

策的引领下，神山村已经在全

国率先脱贫，摘掉了贫困帽子，

成为全国脱贫攻坚的样板村。

江西井冈山神山村：

脱 贫 攻 坚 样 板 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赖永峰 周 剑 刘 兴

在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50岁出头的农村妇女
彭夏英是位“名人”。她的出名，不仅因为获得全国脱
贫攻坚奖奋进奖等多项荣誉，更因为发生在她身上令
人振奋的脱贫故事。

10月20日，记者在神山村见到彭夏英时，她正在
自家开办的农家乐里忙得不亦乐乎，三五桌饭菜，彭夏
英和丈夫两人驾轻就熟，端茶送水、添柴做饭，安排得
妥妥当当。张罗完几桌饭菜，待游客满意而去，已到下
午1点半，为了不耽误记者采访安排，彭夏英坚持先同
记者聊完再吃饭，话匣子就这么打开了。

彭夏英原来在村里以“苦”出名。分家时，三双筷
子、三个碗、一箩谷子，是她和丈夫的全部家当，她家成
了全村最穷的人家。接踵而来的意外，让这个贫困家
庭再遭打击。“第一次意外发生在1992年，我丈夫帮人
拆房子时被砸伤了脚，干不了重活；几年后，家里省吃
俭用把房子盖起来，但刚盖好就被雨水冲垮了；之后，
我自己干活时又不小心摔伤，做了一次大手术。”回忆
起过去的遭遇，彭夏英感慨良多。

生活再难，考验再多，坚强的彭夏英也一步一步走
过来了，她坚信，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

彭夏英召集家人商量，将住了大半辈子的农房腾
出来，开办全村第一家“农家乐”，精打细算的她，带领
一家人齐心协力，不断改善菜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热情诚信经营，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在经营“农家
乐”之余，彭夏英和丈夫还开起了神山特产小卖部，当
起了小老板。不仅向游客出售自家制作的果脯、米果
子、茶叶、笋干、腊肉、养生醋姜等，两口子还重新拾起
放下多年的手艺编竹篮、制竹筷，并从山上挖野生兰
花、映山红等做成盆景出售，坐在家门口就能增收不
少。“汗力钱，才能万万年。党和政府为我们创造了这
么好的条件，我们更应该加油干。”彭夏英感慨地说。

日子好起来的彭夏英，因为“傻”，再次成为村里的
名人。为了不影响全村合作社的发展，她带头贱卖了
40 多头总是“淘气”破坏黄桃、茶叶生长的黑山羊；在
村里推进“消灭撂荒土地，消灭危旧土坯房”行动中，她
带头拆除了自家的土坯杂房，还主动拆除了牛栏；在村
里评审低保时，干部们上门要她去填表，她拒绝了。她
说：“死水不经舀，要细水长流。我们现在生活还过得
去，还是留给更需要的人吧。”村里人都笑彭夏英“傻”，
但正是这种“傻”劲影响了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大家把
她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政府只能扶持我们，不能
抚养我们”当成了奋斗的动力。

如今，神山“名人”彭夏英有了新目标。她说：“光
自己富不算富，必须在自己富的同时，帮助其他贫困户
脱贫致富，共同发展。”在彭夏英的带领下，全村共有
16户开办了“农家乐”，从业人员占全村总人口的近四
分之一，越来越多的人从中获益。

在神山村采访时，村公路旁的简易

“笑脸墙”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上面贴满了

村民脱贫后发自内心开怀畅笑的照片。

笑脸墙里有句村民心声，让人印象深刻：

“党和政府只能扶持我们，不能抚养我

们。”

一个仅有50多户、贫困户超过30%的

小山村，在短时间里实现整村脱贫，并且

涌现出贫困户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奋进

奖”、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等事迹。神山村

是如何做到的？答案就在这张笑脸墙上

——既靠帮扶，更靠自力更生。

扶贫先扶志，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不

足，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难点。相比物质脱

贫，精神脱贫是更难实现的成果。在神山

村采访时，记者强烈感受到了村民干部们

的“心气儿”很足，他们身上的韧劲和闯

劲，让人肃然起敬、催人奋进。

养娃娃鱼、养黑山羊、养蜜蜂、养黑豚

鼠，种黄桃、种茶叶、种毛竹、种菌菇，办农

家乐、建红色培训教学点、发展民宿……

这几年，神山村村民的探索一直没有止

步。也曾有过挫败、走过弯路，但就是在

不断的尝试中，他们逐渐找到了适合本地

的产业和发展路径：这里的气候最适合扩

大黄桃、毛竹、茶叶种植，为此成立了多个

合作社；依托井冈山红色旅游资源，发展

乡村旅游，是神山村的巨大优势，如今村

里已经开发出多个景区。为了壮大旅游

业，不少村民更是主动减少了影响村容村

貌的养殖项目。

产业旺了，旅游火了，村子活了，更多

原本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山

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更足了。如今，神山村

村民很忙，但都很有奔头，“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地奔着自己的新生活。

68 岁的村民左秀发，原是贫苦

户，普通话说不了几句。看到来村

里的游客越来越多，老人坚持每

天看《新闻联播》学普通话。如

今，左秀发已经能够给游客当

导游，讲述村里的脱贫和变迁

故事。

正如井冈山市扶贫办主任刘新

所言，神山村村容村貌的变化固然喜

人，但更重要的是村民思想观念和精神

状态的变化。村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般自信，如此渴望拥抱外界。有着这份

“心气儿”和自信，相信神山村村民们定

能如期和全国人民一道，同步迈入全面

小康新生活。

自 信 的 笑 容 最 动 人

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

③③

△如今，

神山村通村

公路整洁干

净，家家户户

白墙灰瓦。

赖永峰摄

◁过去，

村民们大多

居住在土坯

房里。

（资料图片）

① 游客在神山村旅游纪念品店选购商

品。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② 神山村大力推行的“安居扶贫”工程，

让村民居住条件得以改善。 （资料图片）
③ 神山村笑脸墙。本报记者 赖永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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