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鸭村让你来了不想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文 晶

走进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
村，只见村广场平整宽阔，村民易地
搬迁点的三排小楼白墙红瓦，整齐敞
亮。左手，东香高速优美地在群山中
划出一道弧线；对面，村敬老院正在
建设；脚下，田畴整齐……

眼前这一切，很难与“极度贫困”
4个字联系在一起。

“只有我们村里人才能体会！”老
鸭村党支部书记熊寿青说。

路通了心也通了

“出门便爬坡，吃粮靠肩驮。这
是我们村当年的写照。”熊寿青告诉
记者。

“我们想要一条出村的路！”这是
1998年1月8日老鸭村村民向前来探
访的安徽省主要领导提出的唯一要求。

此后，岳西县成为安徽省8任省
委书记的帮扶点。

1999 年，4.3 公里的老鸭路修
通，村里还同时多了 100 亩板栗林。
以此为发端，老鸭村的路越修越长、
越修越宽。

青天乡党委书记吴德全告诉记
者，2014年以来，在群众自筹部分资
金的基础上，青天乡争取村级道路加
宽改造工程、撤并建制村路面硬化工
程、贫困村内较大自然村道路硬化工
程等补助政策支持，分批实施了23.7
公里的拓宽及通组硬化道路，投入资
金 1321.86万元，帮老鸭村基本实现
了组组通水泥路的梦想。2015年，最
早的那条老鸭路实施了硬化；2017
年，这条路再次加宽，老鸭村至来榜
镇枫树村连接线建成通车，大大缩短
了老鸭、道义等村与来榜镇的距离。

随着帮扶干部的到来，各种政
策、资金、项目也纷至沓来。

岳西县政协副主席程学明到老
鸭村担任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
长，全程驻村领导脱贫攻坚工作。驻
村扶贫工作队开办扶贫夜校 20 多
期，组织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升巩
固产业发展格局，争取协调各类到村
扶贫项目和资金近300余万元。

作为老鸭村“双包”单位的岳西
县法院，3年来共组织干部职工走访
贫困户3000人次，安排75名党员干
部帮扶贫困户160户；协调解决各类
帮扶资金及实物125万余元，争取项
目资金200余万元。

在安庆市委办的牵头下，安庆市
农行、人寿安庆支公司、石化亿和公
司、百科公司等相继帮扶老鸭村，
2016 年以来，共支持帮扶资金及实
物等共计26万多元。

劲儿往一处使

从4月份开始，杨树组村民王业
庆一家就进入了大忙季节。“4 月是
采茶季。茶叶采完，5月才是真正大
忙，小满开始种灵芝，之后要给茭白
除草，7 月份收茭白，从现在到 10 月
份，还要养 4 季蚕，冬天要做灵芝棒
……”王业庆细数着家里的产业。

2014年，王业庆的女儿得了脊髓
瘤，在上海做手术花了20多万元，一
下把原本还算过得去的小家拖垮了。
那一年，王业庆一家被识别为贫困户。

虎形组的储昭庆因为妻子生病，
也成为村里的贫困户。家里两个女
儿在上学，80 岁的老母亲需要人照

顾。但储昭庆没有“等靠要”，2015
年拿到 1 万多元产业启动资金就开
始种茭白，当年实现收入3万多元。

“收入好，我的干劲就来了，第二
年扩大了种植面积。”储昭庆说：

“2017年我种了15亩茭白，收入5万
多元，今年准备种20亩！”

“一个人忙得过来吗？”记者问。
“我加入了村里的种养合作社，

大家可以互帮互助，而且种茭白我还
有点技术，还可以帮到别人。”

王业庆、储昭庆们想方设法把日
子过好，扶贫干部也在千方百计不让
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贫困户王天华初中毕业就闲在
家中，照顾双目失明中风偏瘫的老父
亲，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农村淘宝进
驻岳西县，这启发了县法院扶贫队长
胡剑锋，“王天华喜好上网，整天拿个
手机，不如让他做农村淘宝”。

村淘服务站建起后，王天华特别
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每天准时
上下班，还喜欢琢磨业务，哪家农资
好，哪家课辅教材全，都心中有数，村

民很喜欢找他买东西，他的村淘在全
县排在前20名。

留住青山绿水

髙枧组的郑光辉在南京打工 12
年，今年春节回到了家乡，开了个名
叫“家乐佳”的小超市，一边卖日用
品，一边卖他自己制作的竹艺制品。

“家乡产竹子，我又有点手艺，在
南京的时候就尝试在网上卖，销路很
好，去年上半年卖了四五万元。我就
想着，先回来做，利用家乡的资源，销
量大的话还可以带着乡亲们一起
做。将来老鸭村要是发展旅游，那我
们的产品就更好卖了。”

年轻人的想法和村里德高望重
的道义中学原老校长储贻训的想法
不谋而合。“青山绿水要留住，‘老鸭’
才能变‘凤凰’！”老校长跟记者回忆
起当年开山种田的情景，“吃不饱肚
子的时候，把山上的原始森林都砍
了，开荒种玉米，那是没有办法，要活
命啊！包产到户后，就讲因地制宜

了，要发展一家一亩田一亩桑一亩
竹。现在更好了，水电路啥都有，就
要想办法让人来我们这里，看看我们
的青山绿水，吃吃我们的高山蔬菜”。

为了留住青山绿水，老鸭村“忍
痛”限制了消耗木材的灵芝生产，结
合“三大革命”和“退宅还耕”，3年来
新增耕地2万多平方米，并清理淤积
河道，使“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的美景又回来了。

与青山绿水相呼应的，是村里的
1500余亩茶园、1000余亩桑园、200
亩油茶、90 亩山核桃、380 亩蔬菜、
400 余亩果药、120 余亩油用牡丹，
还有 330 千瓦户用光伏电站、5 个户
办茶叶加工厂、5个药材加工厂。

“产业发展的前提是无污染，低
耗能。”熊寿青说。

“老鸭村脱贫了，家家盖起了小
楼，基础设施也建设得差不多了，可
就还缺一样，我们的青山绿水还没有
吸引到更多的人来，我们的乡村旅游
还是‘短腿’。”熊寿青说。

看地图才发现，老鸭村和鹞落坪
国家级森林保护区仅一山之隔。山
那边的包家村靠着鹞落坪，乡村旅游
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紧邻的黄尾
镇，依托一条彩虹瀑布，招商引资，带
火了农家乐一条街；相邻的石关乡，
因为海拔较高，夏季异常凉爽，成为
都市人避暑消夏的热门景点。相比
之下，老鸭村确实有点落后了。

“我们想先打造两条线路，一条生
态旅游，云峰峡谷景区—彩虹瀑布景
区—牛草山风力发电基地—大明山景
区—老鸭村；一条红色旅游，包家河暴
动旧址—鹞落坪国家级森林保护区
—大明山风景区—老鸭村。游客可
以来看牡丹、采茶叶，品尝高山蔬菜，
老鸭河、嫩园河沿岸可以打造休闲步
道、登山步道。以后人们想要避暑消
夏、休闲观光，都可以来老鸭村！”说起
未来的规划，熊寿青雄心勃勃。

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位于大别山腹地。岳西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老鸭村是贫困县里

的贫困村。2014年，老鸭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81户593人。在各帮扶单位的支持下，老鸭村完

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2017年，贫困发生率降至0.38%，成功脱贫出列。如今，脱贫后的老

鸭村，正在筹划发展乡村旅游，让绿水青山释放更多红利。

走访老鸭村，村民们常常提到

“老书记”。这位“老书记”，就是熊

国才。

原老鸭村党支部书记熊国才扎

根农村基层 40 年，带领村民治山治

水，艰苦创业。根据大队核算，10年

间，他组织大队劳动力奋战乱石坪、

荒沙滩，打造梯田30亩，改变了当地

村民靠吃国家供应粮的局面；进军荒

山坡，开辟茶园近百亩；安营扎寨大

岭头，劈草垦荒，兴办林场，营造人工

杉木林 5000 多亩，为老鸭村脱贫致

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任老鸭村党支部书记熊寿青，

20岁时从“老书记”手里接过这一重

担，一干就是30多年。他组织“民兵

义务助耕队”，带领村民抗洪救灾，修

路、筑桥、盖房，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现在又带领全村群众学习高山

冷水鱼养殖、筹划发展乡村旅游，带

着村民奋力拔“穷根”。当年的小伙

子如今已经成了“老书记”。

一代又一代的老鸭村村民为自

己的家乡建设贡献青春年华，一任又

一任的党政班子勠力同心，为老鸭村

的脱贫致富日夜辛劳。

1998年1月份，时任安徽省委书

记卢荣景走进老鸭村，被这里的深度

贫困深深触动，从此开启了安徽省8

任省委书记联系帮扶岳西县的历

程。20年来，多少位干部往来奔波，

多少项政策一一落实，多少个项目纷

至沓来……2017 年，岳西县委书记

周东明来到老鸭村调研脱贫攻坚情

况，了解到该村产业落后，且有闲置

劳动力，他当即与安徽天有轻纺织品

有限公司联系，希望该公司在老鸭村

建立扶贫车间，支持贫困户就业脱

贫。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老鸭天

有”扶贫车间建成投产。

20年的心血没有白费，2017年，

老鸭村脱贫出列；2018年，岳西县全

县脱贫出列。

深耕这片热土，终得明珠耀目。

摘掉“贫困帽”那一年，老鸭村全村特

色产业基地已有 3500 多亩，人均可

支配收入 9815 元，全村楼房率 97%，

水泥路实现了组组通，近一半家庭拥

有小汽车。

为了这片热土
□ 文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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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老鸭村村部停车场的平
台上放眼望去，只见雾霭笼罩青
山，山路平整蜿蜒，溪水流过田
舍。“这不是城里人梦寐以求的山
野乡居吗！”听到记者感叹，岳西
县老鸭村党支部书记熊寿青说：

“走，去看看我们的‘民宿’！”
行走在通往嫩园组的山路上，

熊寿青介绍：“这条路是老鸭村最
早的一条硬化路，2014年以前只通
了一部分，那时候到村部的路还是
土路，而现在，都可以会车了！”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熊寿青
家。漂亮的二层小楼临着路，路
临着河。熊寿青告诉记者：“我家
里共有9口人，几十年了就住在一
间半土坯房子里。1980 年，我手
里的全部资金只有 92 元，肩挑手
扛盖了两年，终于盖起了5间土坯
房。1986 年，通过承包土地有了
些积蓄，我在叔叔的老屋基础上
翻盖了 5 间新式的砖瓦房。2008
年，又翻盖了现在居住的砖混结
构的两层8间新房。”

沿路继续上行，又见一个漂亮
小院，大门敞开着，院里花坛、水
槽、大树各安其所，很是别致。这
是道义中学原校长储贻训家。今
年 82 岁的储贻训说：“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有个
茅棚住就很知足。改革开放以后，
村里第一次盖房的热潮是 1979 年
至 1981 年，我们组当时有 50 多户
人家，有20户都盖了新房。此后农
业税取消了，农民种地不仅不用

交税，国家还给各种补贴，2008 年
至2011年又掀起第二次盖房热潮，
我们组又有十几户翻盖了房子，都
是 砖 混 小 楼 。 我 家 这 房 子 就 是
2008年盖的。要说发展，最快的还
是这几年，2014年水泥路都修到家
门口了，2016 年实施饮水工程，村
里人都喝上了自来水，家家有线电
视都是国家免费发放的卫星接收
器。”

老校长所言不虚，变化最大的
还是这几年，尤其是对于贫困户。

62 岁的熊艳丰是村里的贫困
户，2017年从村里最远的茶园组易
地搬迁到村部所在的髙枧组，夫妻
俩住上了宽敞明亮还带后院的二
层楼。

“老屋还在吗？”
“那3间土坯房推倒复垦了，又

多了一亩多地呢！”
“新房花钱了吗？”
“装修花了2万元。”
“收入够装修吗？”
熊艳丰笑了：“茶园组那边还

有3亩多茶园，一年能有4000多元
的收入。我干保洁员，一个月收入
1300元。再养两季蚕，还能再挣点
儿。”

据记者了解，2014 年以来，老
鸭村共实施危房改造76户，建设高
枧、嫩园两个易地扶贫集中安置搬
迁点，对25户居住分散的贫困户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彻底消灭了土坯
房。从此，老鸭村村民不再有“住”
的窘迫。

“看看我们的‘民宿’”
本报记者 文 晶

如今的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道路宽阔，村容村貌整洁美丽。 （资料图片）

过去，老鸭村村民大多住在这样的土坯房中。如今，这样的土坯房在村

里已经看不到了，全村楼房率已达97%。 （资料图片）

如今，老鸭村的村民大多住进了宽敞明亮的二层小楼。
本报记者 文 晶摄

原贫困户熊艳丰住进了干净又舒适的新房，在自家厨房里熊艳丰

心情特别舒畅。 （资料图片）

2017 年在老鸭村开办的天有扶贫车间，解决了 20 户贫困户的就业问

题。 本报记者 文 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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