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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霞里的金寨县大湾村。。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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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

深处的大湾村， 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 面貌变化翻
天覆地， 乡村产业欣欣向
荣，村民生活年年改善，正
在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加快迈向产业强、生态
美、乡风好、治理优、百姓
富的新时代幸福新农村。

稳住农业基本盘 、守
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
开新局的“压舱石”。 我省
是农业大省， 建设新阶段
现代化美好安徽， 最艰巨
最繁重任务依然在农村，
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

在农村。 省委主要领导近
日在大湾村调研时强调，
要认真落实好党中央关于

“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
决策部署， 坚持五级书记
抓乡村振兴， 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 以钉钉子精神
抓落实，一年一年抓、一季
度一季度抓、 一个月一个
月抓，使乡村展现新气象。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使乡村展现
新气象，要弘扬大别山精神，鼓足大跨越干劲，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
发展，全面推进、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
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推动由农业大省向农业
强省转变。 要大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率先构建防止返贫、应对
相对贫困和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等长远发展的
体制机制，在巩固脱贫成果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积极探索经济强县与欠发达地区结对帮扶、优
势互补新路径， 坚持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帮扶
机制。 要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位置，持续聚焦短板和薄弱环节，加大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加快城乡公共服务
一体化步伐，因地制宜深化和推进农村改厕、生
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三大革命”，全面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打造美丽乡
村升级版。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支撑。 要顺应
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各地特色资源，加快培育更
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壮大产业经营主体，不
断提升乡村产业规模实力和发展水平， 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
持续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进种养加
一体、产供销衔接，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精深加
工，着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要大力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不断丰富发展休闲
农业、农村电商等乡村经济业态，加快乡村产业
延链强链步伐。

使乡村展现新气象，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扛
起政治责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以更
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乡村振兴。要突出抓基层、
强基础、固基本工作导向，建设政治过硬、本领过
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推动各类资
源下沉基层，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
务重的村派驻第一书记和乡村振兴工作队，为基
层干事创业创造更好条件。要实施乡村振兴人才
成长计划，加强农民科技文化武装，建立城市人
才入乡激励机制，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
功立业，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广泛汇聚乡村振兴的不竭动力。

大湾村的美丽蝶变

▲ 山清水秀、景美如画的大湾村，游人络绎不绝。 特约摄影 陈力

茛 脱贫户陈泽申在大湾村茶园向游客讲解茶叶知识。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 古民居成为大湾村的农民大舞台。 本报记者 汤超 摄

■ 本报记者 汤超

2016 年 4 月 24 日，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金寨
县花石乡大湾村，深情寄语老区发展，与当地干部
群众共商脱贫攻坚大计。

五年来，大湾村牢记总书记嘱托，依托青山绿
水和红色文化，因地制宜发展茶叶、旅游业等支柱
产业，走出了一条“山上种茶、家中迎客、红绿结
合”的特色发展道路。 大湾村，这个曾经的脱贫攻
坚“硬骨头”，如今变成了脱贫致富的幸福乡村。

山村变身景区

10 月 3 日，记者驱车沿着红岭公路来到大别
山深处的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沿途彩旗招展，一
排排白墙黛瓦的民居依山而建，来往的游客、车辆
络绎不绝，处处充满着节日的喜庆。

在大湾村游客接待中心， 游客在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 有序地扫安康码进馆参观 。 占地面积
4600 平方米的游客接待中心， 集大湾村发展展
陈、农特产品展示、农产品线上线下交易、休闲体
验于一体， 与村里的大别山农耕民俗文化馆相得
益彰，成为游客来大湾村的打卡之地。

村民杨秀梅家既开着农家乐， 还在游客接待
中心门口开了个小卖部， 她说：“最近来村里游玩
的人很多，每天有几百人，有时 8 名旅游讲解员都
忙不过来，购买土特产的人也特别多。 ”

距离接待中心不远处， 是脱贫户陈泽申的老
屋，这里也成了游客的打卡地。 5 年前，就是在这
个院子里，习近平总书记与乡亲们围坐着话家常、
谈发展。 如今，陈泽申在老屋里开了一个小卖铺，
售卖农特产品。“这花篮 22 元，可以再便宜 2 元。”
老陈和游客在商讨价钱。

沿老宅下坡行走 400 米，就是陈泽申现在住
的新房，白墙黛瓦，房子里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
随着大湾村乡村旅游的发展，老陈将新房的一间
改成民宿，交给村里统一经营，每年有三四千元
的租金。 他告诉记者，他在蝠牌茶旅公司上班，月
收入 2600 多元； 村里还给他安排了公益性保洁
岗位，一个月 500 元；他还在后山种了几亩地的
中草药，一年收入 4 万多元。 如今，老陈一家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

据大湾村党总支书记何家枝介绍，大湾村利用
总书记视察大湾村座谈会会址、六安六区十四乡苏
维埃政府旧址、追梦路上的大湾村展馆、汪氏宗祠
等红色旅游资源，结合汪家大湾古民居、大王庙、大
别山农耕民俗文化展览馆等民俗文化资源，以及大
湾十里漂流、十二檀古树群、中国红岭公路、露营基
地等林业生态资源， 建立了由 26 栋房子构成的精
品民宿群， 发展大别山区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
2020 年，大湾村游客接待量达 35 万人次。

村民吃上旅游饭

依托红色文化和绿色资源， 大湾村走上了茶
旅融合、红绿结合的发展道路，正着力打造“沿着
总书记的足迹前行”4A 景区。

“刚开始村里只有五六家农家乐，现在农家乐
已发展到 40 多家，游客越来越多。 ”何家枝说。

村民杨习伦和妻子肖细雨这几天十分忙碌。
“我家一年收入有 10 万多元。今天游客很多，从早
上一直忙到现在，家里的 7 间客房都住满了。 ”杨
习伦脸上挂满笑容。

脱贫攻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大湾
村的面貌，也改变了杨习伦夫妇的生活。这对夫妻
开办的“细雨农家”2019 年 10 月 1 日开业，这幢
三层楼房，楼上住宿、楼下是餐厅。 “老杨是生态护
林员，每年有 8000 元工资收入。我自己做茶，炒的
手工茶游客很喜欢。另外，家里还种了天麻等中草
药。 我家建的这个农家乐，虽然目前还有 30 多万
元的债，但按照现在的收入，只要 2 年就能还清。 ”
肖细雨边说边向记者展示她获得的 “旅游产业发
展先进个人”证书。在她看来，这本鲜红的证书，就

是对她尝试发展民宿的肯定。
闵玲开办的“大湾喜来山庄”是当地较早开设的

民宿，有 30个床位。 “现在来村里玩的人越来越多，
农家乐也越开越多了。 ”看到村里雨后春笋般发展起
来的农家乐，闵玲虽感到竞争的压力，但更多是看到
了大湾村旅游产业的红火，因此，他信心满满。 “咱们
经营农家乐都是相互帮助、相互推荐客人的。只要我
们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就会吸引更多的游客。 ”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支撑。 除了发展
旅游业带动村民致富，大湾村还因地制宜做好“茶
文章”。 如今的大湾村可谓是绿野生金，这里，随处
可见一垄垄茶园。 据介绍，大湾村有茶园 4000 余
亩，村里对 1000 亩老茶园进行改造提升，新建了
标准化茶叶基地 1000 亩， 新建了一座 4524 平方
米的大湾茶厂，引进龙头茶企采取“公司+农户+基
地”模式，带动村民种茶增收。

大湾村还利用优势森林资源，发展山羊、大别
山黄牛、黑毛猪、天麻、茯苓等林下种养业。 总投资
200万元建成的大湾毛竹加工厂，解决了深山区毛
竹销售难的问题。 建设的 100 亩笋竹两用林基地，
改造了竹园品质。

如今的大湾村，村民富了，村庄美了，一年四
季游人络绎不绝。 2018 年，大湾村实现“村出列”；
2020 年底， 实现全部脱贫。 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14 年的空白发展到 2020 年的 143 万元；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 2015 年的 7120 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4450 元。 大湾村先后获得了“中国特色村”“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等 10 余项荣誉称号。

党建引领促振兴

乡村振兴少不了强有力的“领头雁”。 省委主
要领导近日在大湾村调研时强调， 要坚持五级书
记抓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钉钉子精
神抓落实，一年一年抓、一季度一季度抓、一个月
一个月抓，使乡村展现新气象。

“工作队从驻村扶贫第一天开始，就把帮助建
强基层组织，协助抓好村 ‘两委 ’班子建设 ，打造
‘不走的工作队’作为最重要一项工作。 ”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大湾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余静说。

目前，大湾村党总支设党支部 3 个，共有党员
113 人。 换届配齐村干部 6 人，平均年龄 43 岁。 在
脱贫攻坚中， 大湾村实施 “生产联手帮扶产业发
展、就业联动帮带劳力务工、经常联系帮解生活难
题、思想联络帮提精神状态”四联四帮工程，党员、
积极分子、 能人大户等 115 名帮联主体联系帮扶
全村 119 户贫困户，取得了明显成效。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
靠头羊”。 凝聚力不断增强的村党组织，成为乡村
振兴的坚强力量。 “曾经‘支部讲话无人听、党员创
业无人跟’ 的局面根本改变， 现在大湾村形成了
‘有事找支部’的局面。 ”何家枝说。

近年来，在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带领下，
大湾村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茶产业及旅游
业，积极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健康扶贫、教育扶贫、
兜底扶贫等工作。建设完成了 4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安置群众 129 户 439 人；以“山上种茶、家中
迎客、红绿结合”为主导，积极引导和帮扶群众发展
特色产业，依托茶叶资源优势，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32 人，户均年增收 4000 余元；积极开发民宿旅游、
大湾漂流等项目。 如今的大湾村变成了“村有当家
产业、户有致富门路、人有一技之长”的明星村。

“这几年大湾村变化最大的，是群众的内生动
力被激发出来了。 以前村民们吃救济粮成了习惯，
如今人人都充满干劲；以前村干部没人愿意干，现
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留家乡作贡献、 争当致富
带头人。 ”大湾村党总支书记何家枝表示，在踏上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 大湾村的党员干
部群众将不忘初心， 走好走稳茶旅融合的特色发
展路子，让大湾村飞奔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