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同村
干部和村民座谈 图/新华社记者 王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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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首倡地”
十八洞村的故事
文 ︳七一客户端暨 CQDK 全媒体记者

杨树弘

唐春林

颜明华

联。

2020 年 11 月 3 日，湖南省湘西

126.4 万元。与此同时，十八洞村集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
、全国少数民

上联：
“习主席握手温暖人心。
”

八洞村举行了一场文艺晚会和优秀

族特色村寨”、
“ 全国乡村旅游示范

下联：
“共产党领导福泽万代。
”

村民表彰大会。这一天是十八洞人

村”
“
、全国文明村”
“
、中国美丽休闲乡

横批：
“幸福人家。
”

的大日子——自 2013 年 11 月 3 日

村”
“
、全国生态文化村”
等诸多殊荣于

这副对联和杨家小院，已成为十

习近平总书记到十八洞村考察以来，

一身，
成为全国
“精准扶贫”
的样板村。

八洞村导游必讲、游客必到的“打卡

十八洞村的故事，从一副对联说

地”。杨冬仕乘势办起酿酒坊，来来

每年的 11 月 3 日，
十八洞村都会举行
这样的庆祝活动，
感恩党的扶贫政策。

起。

火了。

十八洞人没有理由不载歌载舞。
2013 年，十八洞村人均纯收入

有一种幸福叫感恩

杨冬仕“偶遇”总书记的故事也
被传播开去。

1668 元，
2019 年已跃升至 14668 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也由极度虚弱增长到

往往的客人很快把他的酿酒生意带

村民杨冬仕家的小院，有一副对

那是 2013 年 11 月 3 日下午，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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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外出办事的杨冬仕刚跨出门，突然

里唯一的电器是一盏 5 瓦节能灯。

么。在十八洞村，扶贫先扶志，转变

看见一群客人走了过来——他一下

靠村集体经济分红、销售文化产品脱

村民“等靠要”的思想观念，成为精准

愣住了！

了 贫 的 石 拔 专 大 娘 ，一 人 就 捐 出

扶贫的第一要务。
“那个时候，村民根

1200 元。她说：
“我也要为他们出点

本不相信自己能富起来，让他们鼓起

力，希望早点将钱转给武汉人民。”

脱贫斗志太重要了！”驻村工作队队

作为十八洞村最有学问的人——
杨冬仕是村里唯一一名退休教师，此
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走在

脱了贫，光棍汉还要“脱单”。通

员回忆。

前面的，不是经常在电视新闻中看见

过举办相亲大会，十八洞村已有 33

的习近平总书记吗？杨冬仕还没回

名超过 35 岁的单身汉顺利“脱单”。

花垣县尽锐出战，选派第一书记和工

过神来，一双温暖的大手就伸了过

村民隆先来“脱单”后，生的女儿取名

作队队长进驻十八洞村，并将其党组

来，紧紧握住他。
来客正是习近平总书记。
就在这一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隆施恩”；施六斤“脱单”时已 45 岁，

织关系转到村党支部，全力支持村

他娶了位县城姑娘，生的儿子取名

“两委”工作。在换届选举中，一批讲

“施泽恩”
。

来到十八洞村考察。在村民施成富
家院坝召开的座谈会上，总书记同村

政治、有文化、带头能力强、群众信任
的能人被选进村
“两委”
班子。

有一种力量叫自强

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在一起，亲切地
拉家常、话发展。在这里，总书记提

要致富，强支部。2014 年以来，

班子“换血”，党员变样。全村组
建 41 个互助小组，党员成为“领头

“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

羊”。村里修路占地没钱补偿，党员

出了“精准扶贫”战略——
“实事求

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龙太金一句“从我家的地里先挖”，这

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013 年 11 月 3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条致富路不到半年就建成了。

7 年来，在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引
领下，中国的扶贫事业开启了一场深
刻变革。十八洞村更是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如今的十八洞村，处处都有感恩

记在施成富家院坝同干部群众座谈
时，这样为乡亲们打气。

式”，对全村 16 岁以上的村民从支持

头来再体味这句话，不免感慨万千。

公益事业、遵纪守法、家庭美德等 6

“你们准备给我们发多少钱？”

的场景。饮水思源，成了十八洞村最

2014 年初，县委派
驻的精准扶贫工作

厅”。
村里办起了山泉水厂，商标上印
着
“饮水思源”
。

村民这样“直截了
当”
的提问。
入驻十八洞村

村公路旁边，随处可见巨幅标

之前，工作队队员
听闻过贫困户把扶

劲，
加油干，
奔小康。
”

贫款拿去买酒喝的

村里的房前屋后、导游牌、文明

事情，但刚进村就

提示牌……到处可见十八洞人感恩

遭遇这样的尴尬还

的表白。

是始料未及。他们

党恩，
时时感受幸福。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原来
穷得叮当响的十八洞村民自发捐款
3 万元支援湖北武汉。
总书记在十八洞村看望的第一
个贫困户石拔专，当时黑黢黢的房子
8

个方面进行公开投票，并根据得分评

队刚进村，就遇上

语：
“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鼓足

摘下穷帽的十八洞人，时时铭记

创新推行“思想道德星级化管理模

如今脱贫致富的十八洞人，回过

生动的风景。
村里办起了餐厅，取名“思源餐

光是党员带头还不够，村“两委”

深有感触：
“说实
话，十八洞村要脱
贫，最缺的不是钱，
而是从根本上改变
‘等靠要’思想，激
发内生动力。”
缺什么就补什

杨冬仕家门前的对联成了一个“打卡点
打卡点”
”

星，
对星级较高的村民给予表彰。

星级农户的标牌挂在门上，全家很不

眼里，这些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村里

在一项电网改造工程中，
电线杆要

自在。此后，这户村民的当家人积极

兴办公益事业，主动参与的人越来越

立在一户村民的田里，遭到他家的反

参与各项公益事业，帮着村干部跑前

多，斤斤计较的人越来越少，村民的

对。在随后的星级评选中，
这户村民因

跑后，
还为游客当起免费导游……

心气儿顺了，
精气神也提振起来了。

不热心公益事业，
只得了 60 多分。二

在时任驻村工作队队长龙秀林

2020 年 11 月 6 日这天清晨，村
委会精准脱贫展示厅“脱单榜”上有
名的龙先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
了升旗仪式。
这位曾经闯进脱贫攻坚现场会
“砸场子”，嚷着“要饭吃、要老婆”的
单身汉，在扶贫工作队帮助下牵头成
立养蜂合作社，不仅挣了钱娶了老
婆，还带动周边村寨 118 户村民一起
养蜂致富。

有一种帮扶叫融合
十八洞村有一家特殊的银行——
长沙银行湘西长行村镇银行十八洞
社区银行。这里既能存款、贷款，还
有一台自助存取款机。更特别的是，
这家
“微银行”
设在村民施俊的家里。
施俊是银行经理兼职员。2015
年，施俊大学毕业后前往浙江发展。
“精准扶贫”战略改写了他的人生轨
迹。
近几年来，在十八洞村的脱贫攻
坚战场上，社会扶贫是一支重要的促
进力量。根据村里的产业发展需求，
长沙银行湘西长行村镇银行设立了
十八洞社区银行，为村民提供家门口
的金融服务。
银行招聘职员，有文化、懂苗语，
土生土长的施俊成了最佳人选。施
俊将自家房屋进行了简单修缮，一个
像模像样的银行便开张了，他也实现
了
“在家里面创业”
。
以同样的模式，邮局进村了，湘
西州第一个村级办税服务点也进村
了……对于曾经鲜有生人造访的十
2020 年 11 月 11 日，部分央媒和全国地方党刊全媒体 100 余位记者深入“精准扶贫首倡地”湖
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
调研采访乡亲们脱贫攻坚的故事 图/颜明华

八洞村来说，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
的。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曾经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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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想象”正变成一幅幅鲜活的生
活场景。

词。如今，
“十八洞”是一块名副其实
的
“金字招牌”
。

及交通工具等 35 个类别上注册了
“十八洞”商标 72 件，使“十八洞”成

2017 年 4 月，步步高集团董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座谈

长王填在十八洞村调研扶贫工作，发

时强调：
“ 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

现村里有两口上好泉水，便决定与村

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

事实证明，品牌强村战略让十八

集体联办山泉水厂。2019 年，村集

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

洞村走得更远。各种以不同形式联

体通过水厂获得 66.4 万元分红。

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

办的服装厂、农家乐、文旅公司、种养

好路子。
”

合作社等新兴企业主体，在十八洞村

针对有自然资源无社会资源、有
产业资源无企业资源的现状，十八洞

村民的心里一下子亮堂了。

村坚持专项、行业、社会大扶贫格局，

村寨群山环绕，抬头是山，低头

动员和凝聚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汇

是沟，人均耕地 0.83 亩，种什么？在

聚于此的社会力量激活了曾经冷清

哪里种？

的村寨。
24 岁的施林娇 2019 年从浙江音

县、乡、村三级干部不约而同想
到了当地特产——猕猴桃。

为村里的无形资产，使那些“十八洞”
品牌山货一进直播间就自带流量。

空前活跃起来。

有一种希望叫远方
十八洞村有个大溶洞，据说溶洞
里面还有 18 个小溶洞，
“ 十八洞村”

乐学院毕业后，已在外省拥有一份稳

村干部带领村民代表远赴武汉

由此得名。这个天然溶洞群是一座

定工作。去年她辞职返乡创业，与另

拜访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专家，引

旅游资源富矿，但因为不通公路，一

外两位返乡大学毕业生一起在村里拍

来先进的猕猴桃种植技术；为破解人

直
“养在深闺”
鲜有人识。
过去的十八洞村基础条件差。

视频、做直播，在拥有近 10 万粉丝的

多地少的困局，十八洞村创造性地在

“湘西十八洞施林娇”抖音号上，把村

邻近的道二乡流转土地 1000 亩，通

没有自来水，用电不稳定，通行条件

里的美景、
美食、
民俗文化
“卖”
得风生

过“飞地经济”模式，与县里一家专业

更差，从村里走路到镇上，一个来回

水起。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

合作社共建猕猴桃基地。

要近 4 个小时。
一场脱贫攻坚硬仗打下来，现在

施林娇通过直播平台帮助村民们销售

产业发展的资金又从哪里来？

了上千斤腊肉、
3000多单酸萝卜。

十八洞村在征得贫困户的同意

村里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用上了

后，将各路扶贫资金集中起来参股专

放心电，升级改造了村小学和卫生

在村民施成富家院坝召开的那次
座谈会上，有村民说，除了贫困，村里

业合作社，
每年给贫困户分红。如此，

室，新建了村级游客接待服务中心、

光棍汉多，娶不上媳妇。习近平总书

既解决了资金问题，又保证了贫困户

村级电商服务站、苗寨特色产品店、

记勉励大家，要加油干，等穷根斩断

有长期稳定的收入。2019 年，
十八洞

村级金融服务站和村级民族文化展

了，
日子好过了，
媳妇自然会娶进来。

村的千亩精品猕猴桃基地给入股农户

示中心，宽敞平坦的柏油公路也修进

带来人均1600元的分红收益。

了村。

几年后，
在十八洞村精准脱贫展示
厅，
“26 名大龄男青年结婚成家”成为

除了猕猴桃，十八洞村还发展起

2016 年 11 月，十八洞村向镇里

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们津津乐道的

水厂、
乡村旅游、
苗绣、
黄牛养殖、
劳务

递交退出贫困村申请书。2017 年 2

新闻。如今，
年轻人回来了，
外地媳妇

经济等产业。村集体引资入股建设的

月，湖南省扶贫办宣布：十八洞村脱

嫁进村了，
连外地女婿也
“上门”
了——

山泉水厂，
2019 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

贫摘帽！

远嫁外地的闺女带着老公回来了，
他们

66 万元；创办的十八洞村旅游公司，

在村里办餐饮、
开民宿……
“鸟儿回来了，鱼儿回来了，打工
的人儿回来了，人的心儿也回来了。”
如今，村民用充满诗意的苗语，来描
绘村里的新景象。

2019 年接待游客 60 万人次，是 2018
年的两倍，带动几乎家家户户或办起

向下一个目标进发——乡村振兴！

民宿，
或卖起当地的特色农产品。
产业做起来了，名声更要响起
来。
近几年，十八洞村的战贫传奇在

有一种资源叫品牌
曾经，
“ 十八洞”是贫困的代名
10

不过，十八洞人并不满足于此：
他们打赢了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还要
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十八洞村不
仅要自身实现脱贫，还要探索“可复
制、可推广”
的脱贫经验。
十八洞村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

国内国际产生了广泛影响。村集体

托，硬是在这穷乡僻壤书写了脱贫攻

意识到这里面蕴藏商机，便申报了品

坚传奇，成为中国扶贫事业中的靓丽

牌保护名录，在蔬果、饮品、日用品以

风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学习考

察或观光旅游。
自 己 的 故 事 也 可 以 成 为“ 风
光”——乡村旅游，成为十八洞村最
具带动性的产业。
近年来，十八洞村以“修旧如旧”
的 方 式 保 护 性 改 造 苗 族 村 寨 ，于
2018 年组建了十八洞旅游公司，为
游客提供优质服务。
村里还成立游客接待服务中心，
对全村农家乐和宾馆实施统一接团、
统一分流、统一结算、统一价格、统一
促销的“五统一”管理模式，引导旅游
产业有序提升、集群发展。
十八洞村的山山水水变成了景
区，但十八洞村还想在现有景区的基
础上“景”上添花，把天然溶洞群建成
一个新的景区。为此，他们马不停
蹄，加紧建设连接天然溶洞群的公路
和桥梁。
而今，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十八
洞村，满怀信心迈开了乡村振兴的
步伐……
今年 10 月 13 日，十八洞村原党
支部书记、村妇联主席石顺莲出现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脱贫攻坚
路上的巾帼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
上。
“十八洞村已经不是原来的穷样
子了！”面对中外记者齐刷刷的目光，
石顺莲自信满满地展示了十八洞村
的苗绣产品。
早在 2014 年卸任村党支部书记
后，石顺莲就成立了十八洞村苗绣特
产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苗绣传承人，她全身心投入苗
绣技艺的传承和发展。
这几年来，苗绣专业合作社带领
300 余名苗族留守妇女开发苗绣产
业，闯出一条既可以传承苗家优秀文

村内处处可见“饮水思源”的场景 图/颜明华

化遗产，又能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媒体记者采访十八洞村时，村文化

样唱道：
“ 苗家住在金银窝，境内自

2020 年 11 月 11 日 ，部 分 央 媒

广场上正在举行一场以脱贫攻坚为

然资源多，精准扶贫来领航，户户脱

和 全 国 40 余 家 党 刊 社 100 余 位 全

主题的文艺演出，其中有一首歌这

贫奔小康……”

可持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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