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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村”振兴，“外来妹”当了致富领头雁

“新农人 兴农人”

系列报道 15
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湖湘大地涌现出一大批新农人，他们逐梦乡村，给农村发展带来了新面貌，

成长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兴农人”。今日女报 / 凤网特策划推出“新农人 兴农人”系列报道，关注新农人
中那些优秀女性，看她们如何用聪明才智，在广阔的沃土之上谱写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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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时代正在改变乡村女性的生活，也让更多女性选择了“主动回归”乡村。在
湖南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更活跃着一些外省女性的身影。她们扎根乡村、放眼
城市，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带领周边村民享受时代浪潮带来的福利。

东北女子 桂阳 10 多个乡镇村民跟她种辣椒 

 “今日小雪，天气寒冷，适宜

温补。一斤羊肉两斤汤，十粒花椒

半颗姜……”11 月 22 日，娄底市

新化县坐石乡老长冲村女子蒋苇一

边放着羊，一边发朋友圈分享如何

做羊肉汤。

蒋苇是湖北省仙桃市人，从湖

北来到老长冲村，缘于爱情。

2002 年，蒋苇在深圳打工时认

识了新化县坐石乡老长冲村村民彭

俊涛，一年后两人举办了婚礼。“结

婚之前，就发现了他身上的病。”

蒋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

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虽然婚前就知

道对方患有强直性脊椎炎，不能做

重活，且需要长时间治疗，但她并

没有放弃这份爱情，而是选择通过

努力来克服自己以后生活中可能遇

到的困难。

他们在深圳、东莞等地搞服装

加工，起早贪黑，撸起袖子加油干，

努力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2010 年，蒋苇跟随丈夫从深圳

回到了新化县坐石乡老长冲村，因

为“公公婆婆的年纪大了，需要人

照顾”。

回到家乡后，蒋苇和丈夫决定

养殖黑山羊。“这里养羊有天然优

势，山林面积大，各种野生草也多，

很适合‘不挑食’、能吃千般草的黑

山羊。”

 但养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熬得住，才能养羊。”蒋苇告诉记

者，她有一次在长沙学习时，别人

听说她养羊后都非常吃惊，“很多

人养羊坚持两三年就放弃了。因为

养羊要面对诸多的困难，比如狗咬、

人偷、患病等。而且，季节性太强了，

通常都是到年底销售，其它时间都

是纯付出没有一分钱收入”。

为了养好羊，蒋苇曾去四川、

云南等地参观学习，但别人的做法

她无法照搬。因为云南四川等地天

气好，草也长得好，羊不

会那么容易生病。

而 在 老 长 冲

村，她必须

选择向阳

背风的地

方养羊，

而 且 羊

栏下方要

悬空，既

要防潮湿，

又要让羊 粪

掉下去，以免羊

生病。但羊栏悬空，风

也有可能从下方吹上来，使羊受凉、

感冒、生病。

2013 年的一天，蒋苇发现有羊

感冒了，便请当地的兽医来看，但

兽医从来没有治过羊，误以为是一

般的小感冒。蒋苇自己也不懂相关

知识，没能及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

施。结果一到晚上，就有羊倒地不

起，一只接着一只死去。最后，她

只能通过石灰消毒等方式将羊进行

处理后掩埋。蒋苇回忆：“那次死

了三四十只吧，我倍受打击！”

但她没有放弃，而是去书店买

书学，去买了台电脑从网上学，慢

慢积累经验。

如今，每天早上放羊，蒋苇都

会先观察每只羊的状态，看羊反刍

的情况，看羊的脾气，通过观察来

确定羊的健康状况以采取相应的措

施。同时，每半年都会给羊接种疫

苗，因为大规模养殖最怕的是羊得

群发性传染病。

在克服了这个困难后，蒋苇还

要面对放羊的不容易。

 “因为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在外

面打工，我们曾想过请村里的老人

放羊，但放羊的地方基本都是荒山，

路不好走，担心老人出现跌倒等各

种意外，便决定自己放羊。”蒋苇

告诉记者，她选择了几只羊做领头

羊，让它们带着其它羊自动回家，

但并不是所有的羊都会乖乖听话。

 2019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有

30 多只羊没有回家，蒋苇和丈夫找

到了凌晨两点。那天晚上，天下雨，

深山老林里因为砍柴人少，山路都

已找不到，夫妻两人都是匐伏着前

行找羊。“身上都湿透了，也累坏了，

幸亏羊全找着了。”

为了打开销路，蒋苇起初想走

电商的路，但因为冷链运输技术不

成熟，出现过客户收到羊肉时有些

变味的情况。“当然只能赔了。”蒋

苇说，加上产量有限、运输成本太

高等因素，她放弃了电商，转而通

过朋友圈等发布消息面向乡镇、县

城等周边客户。“客户下了订单，

我们就宰好送货上门。”

一开始，为取得客户信任，她

会让客户来现场体验放羊、免费

试吃。

随着市场的打开，村里很多人

跟着蒋苇养起了山羊，也会来问他

们有什么诀窍。蒋苇和彭俊涛从不

回避，每次都认真回答，彭俊涛甚

至会上门免费指导。“有人因此说我

们俩太傻了。”蒋苇告诉记者，她和

丈夫并不后悔，而且经常帮村民销

售，甚至帮养羊的老人宰杀。“妇

联和当地各级部门给了我们很多帮

助，能帮助别人我们很开心。”

蒋苇夫妇的行为，村民们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2021年，他们把

蒋苇“送”上了村支部书记和村主

任的位置。如今，蒋苇正在丈夫彭

俊涛的支持下，带领村民从发展产

业等方面出发，助力乡村振兴。

“你本来是在海南做高尔

夫产业的啊”“你是东北人啊”

……在 11月举行的 2022 年湖

南省乡村振兴带头人培训“头

雁”项目课堂上，辽宁妹子张

惠影的身影非常惹人注目。在

对张惠影有了一定了解后，不

少同学对张惠影这个东北妹子

来湖南郴州桂阳乡村创业很是

好奇。

在张惠影看来，她最终决

定扎根于桂阳从事辣椒种植和

加工业，是因为被产于桂阳县

的“五爪辣”深深吸引住了。

“可以说是‘始于颜值、忠

于品质’吧！”张惠影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2018 年，在

海南从事高尔夫、房地产行业

的她来到同事的老家桂阳县方

元镇，接触到了在当地小有名

气的“五爪辣”。

“这里餐餐吃辣、菜菜有

辣，连蔬菜汤都放辣椒。”张

惠影说，来到桂阳，印象最深

的就是让她辣得满头大汗的辣

椒，“这种辣椒簇生朝天、状如

龙爪、鲜果火红，像极了抱团

向上、敢为人先的湖南人”。

张惠影是辽宁沈阳人。“我

们那边也有辣椒，但主要是吃

干辣椒，不吃新鲜辣椒，而且

是等辣椒在树上干了才采，味

道也没有这边的辣椒香。”张

惠影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她当时就想能不能把“五爪辣”

这个农产品品牌做大做强。

很快，张惠影通过走访了

解到，桂阳县“五爪辣”因形似“龙

爪”而得名，其皮薄肉厚，口

感香辣，而且入味快、除腥强，

品质非常好，堪称餐桌上的“灵

魂级食材”。

“我们当时还翻看了桂阳的

县志，了解当地种植辣椒的传

说和历史。”张惠影介绍，据《桂

阳县志》记载，明朝有位皇帝

下江南时偶感风寒，因食桂阳

“五爪辣”而治愈。由此，桂阳“五

爪辣”被宣为宫廷贡品。1933

年，桂阳“五爪辣”还曾远销

日本、美国等地。

经过充分的考察和思考，

2020 年 3月，张惠影与两位志

同道合的朋友注册成立公司，

张惠影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就在当年，公司种植了桂阳“五

爪辣”500 亩。

同时，张惠影向县农业部

门汇报，成立了“桂阳县辣椒

产业协会”，并担任秘书长。“协

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把

桂阳‘五爪辣’申报成为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通过

张惠影的努力，在湖南省绿色

食品办公室的指导和支持下，

桂阳“五爪辣”于 2020 年获

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这

是桂阳县第一个国家级农产品

品牌。

当真正开始创业，张惠影

遇到的第一个考验是，原本做

房地产的她，此前对于种植辣

椒一无所知。但这难不倒她。

在经过大量调研和走访，

摸清桂阳“五爪辣”的产业发

展现状、找准着力点后，她和

湖北女子 将养羊技术免费分享给村民

同事紧密对接湖南省农业

科学院、湖南农业大学等

院校，并请来“辣椒院士”

邹学校指点迷津。

同时，她开始深加工

“五爪辣”，开发辣椒酱等

产品，“新鲜辣椒的运输成

本高，而且保存不易，如

果无法及时销售完，可能

会烂掉，而有了深加工，

就不用担心了。”

而从事高尔夫和房地

产业的经历，让张惠影非

常注重服务的品质。她带

领公司研发人员，在院士

专家团队的帮助下，通过

无菌车间生产、高温杀菌

和天然香料植物防腐技术，

实现了鲜辣椒加工产品“零

添加”。“服务是第一位的，

对客人要友好，要做良心

食品。”

如今，张惠影的产品卖

到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

都市，也卖到了她的家乡东

北三省。

张惠影的大动作带动了

桂阳县10 多个乡镇的村民

种植辣椒。对于村民，张

惠影采取了保底收购的政

策，“如果市场价低于合同

价，则按合同价收购；如

果市场价高于合同价，则按

市场价收购”。村民种植辣

椒的亩产收入纷纷增长了

一倍。

平时，她也会去村民的

辣椒种植地转转，“看辣

椒的长势、有无病虫

害，了解村民的需

求，以便提供及

时的帮助，比如

派技术人员上

门等”。

 现在，张惠

影和伙伴们正在

打造一个农耕文化

旅游区，预计明年 6

月开园。“我们目前已

经收集了榨油、捉鱼、磨

豆腐等 300 多个（套）农

耕用具，准备让游客在此

切身体验，希望通过这种

方式来传承我们的传统文

化。”

张惠影（右）和村民一起在辣椒苗棚里交流。

 不少客户到蒋苇这里
体验放羊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