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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路上的“小桔灯”
——
—记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获得者、崇阳县大市村党支部书记程桔
本刊记者 彭翠楠 通讯员 胡向辉 金勋亚

“你是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要
回来带着大家做事情，让大市村看
得到希望。”
因为这句话，从华东交通大学毕
业、在阿里巴巴国际站做设计师的
都市白领程桔，于 2014年 11月毅然
回到崇阳县白霓镇大市村当起了村
官，成为照亮村民脱贫之路的“小桔
灯”。
2018年底，大市村集体经济收
入由 2014年的零元跃升至 11.3万
元，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由 2014年
的 2150元跃升至 1.3937万元！凭着
这样的战绩，程桔获得 2019年全国
脱贫攻坚奋进奖！
夯实脱贫基础
“空心村”变“绿富美”

1990年，程桔出生在崇阳县大
市村。2013年，大学毕业的程桔，憋
足了劲儿要跳出农门，如愿进入阿
里巴巴在广州的公司。
2014年 9月，程桔休假回家，在
养育她的大市村，河水依然很清，青
山依然很绿，可村里依然很穷：没有
公路、没有自来水，刚刚过去的的夏
季山洪，还淹了村办公室的半层楼
……
老支书来了，叔叔伯伯们来了：
“300多户人家的村子里，65岁以下
的党员只有 5人。”都希望有年轻人
把大市村脱贫的担子挑起来。
亲情乡音，“拴”住了已经跳出农
门的程桔。当年 11月，她以高票先
后当选为村主任和村支书。当选之
后，24岁的程桔开启脱贫三部曲：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工厂、发展乡
村旅游。
106国道距离大市村只有近 2
公里，但过去一直没有一条好路。上
任第二年，程桔开始修路。路基要经
过村民的菜园，村民舍不得，程桔就
十多次上门做工作，路修到村麻花
厂时，违规占地者却召集十几人拿
着锄头要挖掉建好的路基，25岁的
程桔一步上前：“ 这块地本就是村集
体资产，被你们非法侵占还没追究，
今天你们若还要破坏修路，就先从
我身上挖过去！”浩然正气吓退了捣
乱者。当年底，3.5公里的通村组公
路路基完工。如今，一条扩宽后刷黑
的通村公路，已直达村部。
“新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是将来
乡村旅游的中心景点，必须是精
品。”听说 80岁王励学老人是有名
的古建筑设计画师，程桔上门去请。
最终，他义务参与手工绘图，和程桔
“四手联绘”徽派风格的四合院、马

头墙、窗花格，一座兼具办公、服务、
展示和景点功能的党群服务中心设
计图呈现出来。建设期间，听说缺乏
资金，村里的挖机师傅、泥瓦匠、木
匠都来竞标，他们垫付材料，垫付工
钱，硬是把一座荒山铲平。2017年 10
月，占地 20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
心，4000平方米的活动广场竣工，整
个村庄被恢弘大气的党员群众服务
中心点亮。
“六任村书记都没有做到的事，
没想到让她这个小丫头做成了。”曾在
村里当了 25年出纳的程国章竖起了
大拇指。
不到 4年时间，程桔带领村民筹
资 250多万元，新建了功能齐全的党
群服务中心；修通了月山大桥和 6
公里乡村道路；新建一座 200吨水
塔；加宽加固 1200米河堤……桩桩
件件，都在夯实脱贫基础。
2019 年 3 月 5 日 上 午 ， 作 为

大兴脱贫产业
人均增收超万元

全国 人 大 代 表 的 程 桔 ，走 上全 国
两 会 “代 表 通 道 ”，讲 述 了 大 市 村
的 脱 贫 故 事 。 （资 料 图 片）

程桔刚接手时，全村集体经济数
字为零，没有一个可以创收的产业，
全村 355户村民中，有 35户贫困户、
100多户低保户。
基础设施改善了，程桔便出门招
商。村民丁伟明原本在深圳开工厂,
程桔几次上门劝说，丁伟明带着设
备和技术师傅回村：“ 从选址到新增
工业用电变压器, 程桔跑了 3个多
月, 把一切办好只为让我回来。”如
今，丁伟明的工厂年产值已经达到
400多万元,帮助 20多名村民实现了
在家门口就业。
留在村子里的多是老人、妇女，
一家制作卫生棉布的劳动密集型加
工厂又进入程桔的视线。她多次到
县里跑单位和部门要政策，终于将
这家扶贫工厂引进村，20多名贫困
农民进厂上班。
贫困户汪理军吃得苦，人踏实，
程桔就支持他承包组里的荒山种植
油茶。面对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三
没信心的汪理军，程桔到林业局帮
他申请了 100亩的油茶苗，当满满一
车油茶苗送到面前时，汪理军激动
万分：“程书记，我一定好好干！”经过
精心管理，第二年，油茶基地顺利通过验
收，拿到了油茶补贴资金。现在，汪家年均
纯收入已达 9万元。在程桔的帮助
下，贫困户庞君娥，养了 130头山羊，
年均纯收入超 9万元，程加良承包荒
山散养 4000只土鸡，年均纯收入 3.3
万元，低保户程万日承包了 10多亩
地种植苗木，几年下来收入可观，
2018年还主动申请退出低保。
程桔操心的，不只有一个个贫困

户脱贫，还要让大市村这个集体经
济“空壳村”脱贫。2016年，村两委研
究决定新建一个总投资 50万元的
60千瓦光伏发电基地，可到处筹措
也只筹得 10万元。怎么办？“项目不
能停”，程桔默默地去农商行，以个
人名义贷款 30万元。光伏发电基地
建成后，村集体经济年均增加 5万
元以上。
2016年底，全村 35户贫困户、
106人全部脱贫摘帽，成为咸宁市首
批精准扶贫出列村之一。到 2018年
底，150亩茶园，300亩淡水龙虾养殖
……全村农业年产值达到 150多万
元，集体经济收入达 11.3万元，贫困
户年人均纯收入 13937元。
村民变富了，程桔变瘦了，但村
民与程桔之间的鱼水情却越来越深
了。“好几次入户工作搞晚了没吃
饭，村里的大嫂大妈只要一发现，就
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家里，几分钟
就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逼
着我当面吃下，那面呀，一直从胃里
暖到心里。”程桔动情地回忆起这些
温暖的画面。
巩固脱贫成果
描画美丽乡村

脱贫之后，如何振兴？
“三弯九曲西流水，十里画廊绕
月山”的大市村，不仅自然风光秀
丽，这里还出土了国宝级文物商代
饕餮纹青铜鼓。月山潜山洞，相传是

明末清初李自成通往九宫
山的地下通道，村边的人工
石拱渡槽，人称“月山长
虹”，每年都吸引无数摄影爱
好者前来写生。经过大市村，还
可以去往闻名遐迩的龙泉山
万亩野樱花度假景区。
这样独特的自然和人
文景观，就“埋没”在交通要
道边上：大市村距 106国道
1.9公里、距杭瑞高速最近
的出口约 6公里。“经营山
水卖风景。”程桔的脑海里，
谋划着下一盘文旅融合的
大棋。
在村里的 80、90后中，
程桔物色和培养着更多的
大市村“宣传员”“ 导游员”。
村妇女主任，就是一位 93
年出生的年轻人，85年出生的王存
勇，原在深圳打工，程桔邀他回村任
职。2017年，王存勇等 4人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另有 2位村民被确定为预
备党员，这 6人的平均年龄不足 30
岁。程桔说：“大市村要有更大发展，
多一些‘红领新青年’参与。”
年轻的班子，环保意识更强，建
设美丽乡村的思路上，极易达成共
识：牛蛙养殖投资虽大，但粪便和噪
音污染严重，他们一致同意将牛蛙
养殖基地改成了环保的“虾稻连作”
基地，并在全村逐步扩大连作面积，
走生态农业之路。一次性碗筷容易
造成白色污染，程桔考虑通过村规
民约加以限制，并给全村 400多户居
民每户配发了一个绿色的小垃圾
桶，要求村民将垃圾分类投放，将全
村 14个露天垃圾池改为垃圾桶，争
取环卫局定期派人来清运。如今，牲
畜乱跑、粪土乱堆、柴草乱垛、垃圾
乱倒、污水乱流“五乱”现象，在大市
村已经绝迹。
环境整治后，程桔着手打造新大
市村：每个自然村 塆 建一个小广场，
维修渡槽及其护栏，全村荒山都栽
上特色果树，整修天然石林资源，修
健身步道，对接月山千年古树、千
人洞、千人古墓和地下溶洞等旅游
资源。
“将利用月山大桥北岸荒山，打
造一条铜鼓商业街，商业街上，规划
建设民宿、农家乐、农副产品交易中
心等，还可以与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的旅游集散中心连成一体，整体招
商。到时候，村里村外的年轻人利用电
商平台齐吆喝，商业街上就可以接单、
发货。”站在大市河边，程桔侃侃而
谈，描绘着这一片希望的田野上，美
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