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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人的成绩背后，是扶贫

工作队 4 名党员的初心和付出。

597，是曹兴洪来到东源村的

天数；36，是曹兴洪一天最多

时候接到的村民电话。

“我们 4 个人的电话号码

从进村第一天起就贴到了村贫

困户家里，叮嘱他们有事打电

话。”曹兴洪说，从 此，他们

的手机就成了“热线”，无论大

事小事、份内份外，村民都向

他们求助，经常晚 上 11 点还

有电话过来。

“这是我参加精准扶贫工

作 4 年中最 苦 最累的 8 个月，

瘦了十多斤。”副队长李长军在

谈到东源村的帮扶工作时说。

而队长曹兴洪更是经历了

家 庭和事业的两难考验 ——

2018 年 9 月底，他的妻子罹患

急性肿瘤，先后在医院进行了

3 次化疗，但曹兴洪却因为扶

贫任务繁重，很少能陪伴左右。

他只能在寂静的夜色下，在一

百多公里之外的扶贫村里，默

默祈祷妻子平安。今 年 6 月，

曹兴洪的女儿参加高考，他也

因为扶贫，一两个月才见她一

次。至今说起，曹兴洪仍愧疚

不已。

“没有她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不可能全心全意的投入到

扶贫工作中，我很感激她们。”

曹兴洪说，再过一段时间，他

一定会接妻女到村里看看，那

时候，他们正在开发打造的“东

源小镇”项目就建设好了，那

时候的村子也会更富、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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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修了、水通了，但要拔

除“穷根”，还得用好“时代药

剂”——不一味苦干蛮干，而

是打开思路，用创新精神带领

村里人致富。

一眼看去，东源村除了青

山绿水，几乎没有其他优势资

源，但科班出身、起步于生产

一线，从湖南中烟一步一个脚

印成长起 来的曹兴洪说 ：“土

地资源就是农村的优势资源，

我就瞄准了这里的青山绿水。”

思路决定出路，扶贫工作

队先后为东源村引进了生态紫

米种植和油茶树两个项目。

紫米口感香糯，含丰富微

量元素，每公斤价格比普通大

米高出 10 多元。东源村种植了

100 多亩生态紫米，不施农药

化肥，用山泉水浇灌，2018 年

共产 5 万斤紫米。湖南中烟消

费扶贫出资购买一部分，再通

过电商销往全国，网上最高卖

到 28 元一斤，且销售一空。

油茶种植方面，扶贫工作

队与全国最大的种植油茶公司

中联天地合作，并流转了 1160

亩山地给企业。农户可以自己

种植油茶，企业免费供苗、提

供技术，还负责销售。“也可以

到企业来做事。当地有五六十

岁的贫困户来务工，每个月收

入 1000 多元，有时 2000 多元，

而且还能照顾家庭，他们非常

满意。”2018 年底，东源村集

体年收入增长到 21.864 万元，

全村 贫 困 发 生率 由 6.28% 降

至 0.8%，实现了“脱贫摘帽”。

到 2019 年，村集体年收 入更

是跃升至 80 余万元。

“脱贫摘帽只是第一步，关

键是要让东源村搭上‘致富快

车’！”曹兴洪倾注满腔热血，

今年 2 月，湖南中烟树立“品

牌英雄联盟”扶贫理念，扶贫

工作队在湖南中烟党组主要领

导的协调下，引进拓维信息、

步步高集团、上海烟机、浦发

银行、中联天地、深圳中联创

投、湖南宝信云建筑、华宝集团、

中科院华南植物所等企业，共

同参与到东源村的扶贫工作中。

其中，中联天地、深圳中联创

投基金还分别成立宜章中联天

地分公司、东之仙生态旅游公

司，直接对接东源的扶贫产业。

曹兴洪还发动公司里热心

的小伙子，几天功夫就鼓捣出

“东源趣味共享农场 APP”，搭

建起东源村的微信公众号，过

去卖不出去的茶叶等农特产品，

通过湖南中烟团队参与包装设

计、品牌营销，借电商平台之

力销往全国各地。此 外，“智

慧农村”、“共享菜地”、民宿旅

游等项目陆续上线，东源村的

旅游“富矿”得以发掘。“两茶

一叶 + 互联网 + 旅游”的“2111”

产业格局全面形成，东源村去

年通过网络销售了 200 万元的

农产品，为此，宜章县商务局

还奖励了东源村 5 万元。

实际上，东源村村民盼修路已

经很多年。最偏远的鲁塘村山高路

陡，村民从外面拉回的物资都只能

运到村边，然后肩挑手提，走上好

一段路才能到家。但修路要村民集

资，大家都穷，路便一直修不起来。

2018 年 4 月，曹兴洪得知一条

重要信息——县里即将启动村组道

路计划，但只修 40 公里。机不可

失，他立刻和负责项目的陈东赶到

宜章，跑县政府、交通局、扶贫办、

公路局……有时找不到人，有时材

料不全，他耐着性子，一趟又一趟

的往返。

曹兴洪还迅速召开村民会议。

原先修路基全部由村民出钱，现在

村民出一半，中烟公司奖补一半。

集资工作完成，工作队员再跑规划

局、发改局，让东源村的公路项目

进入县里的规划库，并最终争取到

县财政10.2公里村组道路配套资金。

2018 年夏天，往日沉静的东源

村突然热闹起来。同一时间，村里

两条道路加宽，4 条通组水泥路开

工建设，3 条公路路基开挖。同年

12 月底，偏僻的鲁塘村也通上了水

泥路。

曹兴洪说，通车那天，村民们

开心得放花炮庆祝，还给工作队送

来用红纸写的感谢信。信上写着：

“感谢工作队和村支两委，修好了路，

是真正解决了我们的永久性难题。”

路修好了，水怎么引？关溪乡是

石漠化山区，有雨也不蓄水。上世

纪七十年代，关溪人民用近 16 年

时间修建了一条 43 公里的水渠——

雄关渠，从山上引水，解决饮水问

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雄关渠老

旧失修，逐渐失去了引水的作用。

村民喝水都困难，更别说发展村里

的农业了。

一开始，扶贫工作队想修复雄

关渠，“后来发现要花近 1 个亿，造

价太大。”曹兴洪说，经过反复考察

研究，最终投资数百万元在水源地

建起容量 15 方的蓄水池，把水引入

了东源村的家家户户以及农田水渠。

11 月 9 日，81 岁的老支书范国

春带着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村里转

悠，他开心地说 ：“过去我们这里是

山穷人穷、水尽路断，没有希望。如

今是青山绿水，好兴旺啊！”

瞿欣、曹兴
洪、 陈 东、
李长军（从
左 至 右 ），
便是湖南中
烟的“扶贫
F4”。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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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了“钱袋子”
迈上“好路子”

不忘
初心

办事好性子
暖人心窝子

深藏在罗霄山片区的东源村，

有 25 个自然村 639 户 2875 人，其

中贫困户 162 户 704 人，属湖南省

级贫困村。

从宜章县出发，汽车在山路上

要颠簸近两个小时才能到达东源村。

交通条件奇差，又属于石漠化山区，

人均只有三分田，许多村民住在危房

里——湖南中烟扶贫工作队进驻之

前，村里甚至没有一条水泥路。

“没路又缺水，你说怎么会不

穷。”湖南中烟扶贫工作队队长曹

兴洪说，2019 年 初，他们组织郴

州市楹联学会的人免费为村民写对

联。村民们捧着红纸黑字的对联高

兴得合不拢嘴，挑来一筐筐无污染

的农家肥白菜，以 10 元一筐的价

格卖给了写字的城里人。这十来筐

白菜是农民辛苦劳作的收成，可它

们每筐也只值 10 元钱。

“这一幕刺痛了我们的心。”曹

兴洪说，从那天起，他和队员就下

了“一年内让东源村脱贫”的决心。

和时间赛跑，跑成“泥腿子”、

提出“金点子”。扶贫工作队在调研

“会诊”中找到了东源村贫困的“病

根”：道路不通导致产业基础薄弱、

村集体经济薄弱。

“此前，茶叶、蔬菜种植是村

里的主要产业，但是优质的高山茶

叶没有品牌，只能当原材料卖，价

格很低；蔬菜也好不到哪里去，交

通不便导致种植户连续三年亏损；

2017 年，村集体只有 2 万元的‘家

底’。”曹兴洪说，修路，成了摆在

扶贫工作队面前的首要任务。

    扫一扫，看视频

47 岁的曹兴洪
做梦都没想到，在
卷烟厂工作了大半
辈子的他，在不惑
之年，名字会和郴
州市宜章县的一个
偏远山村联系在一
起。

一年前，他带
着湖南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湖南中烟”）
扶贫工作队的 3 名
小伙伴——李长军、
瞿欣和陈东，来到
了宜章县最偏远贫
困的关溪乡东源村。
一 年 后，4 名 党 员
让这个贫困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集体年收入从 2
万 余 元 跃 升 至 80
余万元；共享经济、
电商平台、“品牌英
雄联盟”、红色文化
等新鲜名词，很快
成了村民的口头禅；
游客纷至沓来，在
村头一栋栋古朴的
民宿流连忘返……
他们究竟做了什么，
让贫困村在短时间
里旧貌换新颜？他
们又给村子带来了
哪些致富“秘籍”？
跟着今日女报 / 凤
网 记 者 一 起 去 看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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