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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文隆 周静 朱章安

衡东县大浦镇堰桥村的富足
之美， 采访团从村支部书记、 村
委会主任汤小奇家获得 “典型
性” 印象。

10月31日下午， 经过一大片
金黄色的稻田， 采访车沿着一条
乡间水泥路靠近堰桥村一个个农
家小院。 大家还在指点哪栋房子
更漂亮时， 车子已平稳驶进汤小
奇家的院子。 通透式围墙和大门
之内 ， 左右都是绿 ： 高的是花
木， 矮的是蔬菜， 各自成块， 整
齐划一。 屋前还有一口鱼塘。 再
抬头看眼前城堡似的汤家小洋
楼， 大家啧啧称叹。 来自北京的
几 位 记者毫 不 掩 饰 羡 慕 之 情 ：
“您这院子有菜园有花园， 4层洋
楼， 还有鱼塘， 搁在北京至少也
得值几千万呀！”

汤小奇憨笑着告诉大家， 这
栋房子建了10多年了， 当时花了
70多万。 一楼大厅， 二楼三楼住
人， 四楼是健身房。 “不过， 我
觉得值钱的还是这座院子， 有这
么宽， 环境绿化还可以。”

“鱼塘的水从湘江来， 我养
的是活水鱼 ！” 当记者从房子大
厅出来将视线再次投向鱼塘时 ，
老汤走过来介绍。 鱼塘不大， 显
然养的鱼是自家吃的。 继续往汤
家的屋后走去 ， 便是几栋猪舍 ，
里面大猪小猪叫成一片。

汤小奇专注养猪已有18年 。
“也亏过本 ， 但慢慢地掌握了技
术， 摸清了市场行情， 就能赚到
钱了。” 他说， 猪价虽然有起伏，
但还是亏得少赚得多， 特别是今
年猪价好， 价高时达到20多元一
公斤 ， 是往年价格的3倍 。 因而
今年他也赚到了往年3倍的利润，
卖一头猪要赚近千元。 目前他家
还有2300头猪存栏， 全部出售再
加上今年已经到手的利润， 今年
能赚数百万元。

“养猪的效益远比种水稻的
效益高 。” 发现了这一点的汤小
奇， 不但自己养猪18年， 还培养
两个儿子到湖南农业大学学畜牧
专业 ， 让自己多了两个好帮手 ：
27岁的大儿子汤星毕业4年 ， 如
今担任 “衡东小奇生猪养殖专业
合作社” 负责人； 23岁的小儿子
汤军去年才毕业 ， 当猪场场长 ，
负责技术指导。

同样是养殖， 有的村民却是
连年亏损。 其中原因一是防疫能
力差， 二是市场风险大。

致了富的汤小奇没有忘记
众乡亲 。 2009年3月 ， 他在堰桥
村牵头成立衡东小奇生猪养殖

专业合作社 ， 带领大家一起养
猪 。 合作社向社员免费提供技
术培训 、 种猪 、 人工授精 、 疫
苗接种 、 畜药投送 、 加工饲料 、
销 售 等 服 务 。 通 过 系 统 防 疫 、
稳定销路 、 降低成本 、 延长风
险周期等方式 ， 对养殖效益进
行了精确控制 ， 做到了不管市
场如何变动 ， 合作社成员个个
有钱赚。

为了帮助村里的困难户， 合

作社还以村里的名义每年送出80
多头小猪， 使困难群众通过养猪
脱了贫。

不到3年时间 ， 合作社社员
遍布包括堰桥村在内的51个村 、
涉及6个乡镇， 入社养殖户达376
户， 养殖能力超过10万头。 2008
年时 ， 村民人均年收入还只有
6000多元， 去年已经过万了。

堰桥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
“小奇小奇， 造出大奇迹”， 说的

就是汤小奇。
如今， 这个村有95%的农户、

100%的村民小组直通水泥路。 高
的是桂花树、 矮的是红檵木， 错
落有致排列村道两旁， 漂亮的太
阳能路灯更有如一道风景线。 环
境优美、 设施现代的村部， 同时
也是村民的乐园———每当夜幕降
临、 星月高挂， 男女老少便三五
成群来到宽敞的村部院子， 或谈
天说地， 或翩翩起舞……

@人民网 张洪宇： 衡东县
堰桥村， 汤星， 80后， 湖南农大
毕业， 协助父亲打理生猪养殖合
作社， 讲起养殖、 防疫、 销售，
头头是道。 谈及自己的选择， 小
汤笑言重要的是适合自己。 成熟
理性， 令人佩服！

@新浪 杜莎 ： 一行的记者
不住地感叹： 这里的农民太幸福
了， 干脆我们留这里算了！ 有洋
房， 有产业……

@中国日报网 张红梅 ： 走
进衡东县大浦镇堰桥村村支部，
给人的感觉是像进入了现代办
公区。 村支书从事养猪自己致富
了， 还积极带动乡邻， 为困难家
庭送猪仔 。 村支书家很大很漂
亮， 随行记者都唏嘘不已。 干净
的院落、 清清的池塘、 满园的花
草， 不是天堂， 胜似天堂。 村支

书心系乡邻， 让人尊敬。
@网易 张颖敏： 大浦镇的

工业园真像样， 有了这么强大的
后盾， 听说附近农民好多都就近
工作了。

@搜狐 杜伟纯： 远处稻浪
翻滚， 近处清风池塘， 农家院里
建花园， 这就是衡东大浦镇堰桥
村村支书汤小奇的家。 漂亮的四
层楼房， 大学毕业的儿子、 媳妇

都在乡里居住， 这里的闲适， 这
里的清秀， 城里难寻！

@腾讯 刘倩文 ： #这里是
湖南##探访湘江边最美村庄#湖
南衡东大浦镇镇政府门口停着
一排 “领导专车” ———凤凰牌自
行车。 “这样快， 村民一叫骑上
就能下地去！” 衡东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章焱平如是说。

实习记者 荆彩 整理

猪叫人欢堰桥村

■微言小议

图为衡东县大浦镇堰桥村稻谷飘香、 景色怡人。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陶海音） 湖
南省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领导小组日
前公布了全省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调
查摸底结果， 全省收费公路主线收费站
点33个， 其中高速公路主线收费站16个，
普通公路主线收费站17个。

据了解 ， 截至2010年底 ， 全省收费
公路里程为3090.80公里， 其中还贷性公
路1847.40公里， 经营性公路1243.40公里，
累计投资金额约937亿元， 累计债务余额
约603亿元。 此外， 2010年度收费额达到

80.06亿元， 还贷额近47亿元。 年度运营
情况支出包括： 养护支出9.68亿元、 运营
管理支出13亿元、 税费支出1.47亿元、 折
旧或摊销8.57亿元、 其他支出2838万元。

调查结果同时显示 ， 湖南省公路通
车总里程为22.80万公里， 收费公路占通
车总里程的比例为1.36%。 33个主线收费
站中还贷性收费站有9个， 经营性收费站
24个 。 在收费公路主线收费站设置中 ，
最多的是高速公路 ， 16个主线收费站贯
穿2666.12公里。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赵鸿 胡翠娥 ） 俗话
说 ：“冬季膏方巧进补 ， 来年开春
能打虎 。”今天上午 ，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三届膏方节
开幕 ， 十余名中医专家教授免费
为市民进行中医体质辨识 ， 虽然
离立冬 （11月8日 ）还有几天 ，现场
200余名市民提前预定属于自己

的膏方 ，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
膏方的调补强身健体 ， 筑起防病
治病的铜墙铁壁。

中医附一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谭元生教授介绍：膏方一般由20味
左右的中药组成，不仅是一种独特

的进补养生手段，更重要的是它能
调理人的五脏六腑使之趋于阴阳
平衡，在进补膏方前首先要辨明自
己的体质。常见的中医体质类型可
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
质 、痰湿质 、湿热质 、血瘀质 、气郁

质 、特禀质 （敏感质 ）九种类型 ，除
了平和质外，其他八种体质均属偏
颇体质 ，即存在不足或多余 ，比正
常体质容易发生偏颇体质方面的
病变 。 专家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体
质 、不同病症 ，做到一人一方一熬
制， 每剂膏方只适合本人服用，针
对性更强， 做到有的放矢地养生、
防病。

我省公布33个主线收费站
高速公路占16个 收费公路占公路通车总里程的比例为1.36%

冬令进补膏方受青睐

（上接1版）
从9月15日起的一个半月 ， 湖南 “三

问”所讲述的故事，已被全省、全国乃至生
活在海外的湖南人放在了聚光灯下。

这个故事里，既汇集有“湖南智慧”的
新高地， 也记录了民主进程的新坐标，放
飞着美好生活的新愿景。 找寻这一“故事”
的根源，是我们走向未来的现实需要———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60年访问中国
后说：“毛泽东的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
起决定作用。 ”

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民情上达，更善待
民意民智。 省委书记周强尤其看重民情民
意：今年7月，他将农民工请进省委做客，聆
听大家的梦想和心愿；8月， 他在人民网寄
语：“网上留一言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网下
办一事是对人民群众的责任！ ” 10月，他不
仅亲自拟定“三问”活动主要内容，还专门作
出批示：“望认真收集各方面意见，使这项活
动真正成为发扬民主、集中民智，推动我省
科学发展的重要载体。 ”

问政于民知得失， 求的是发展之道；问
需于民知冷暖，求的是和谐之本；问计于民
知虚实，求的是创新之力。 “三问”活动这条
途径，反映了省委与民众的相互信任，在汇
集民众智慧共谋科学发展的同时，也清晰地
传递出民主政治建设前行的足音。

省委“三问”于民的寄语 ，其言谆谆 ，
其心恳恳；民众参政议政的建言，其语切
切 ，其情殷殷 。 “三问 ”活动启动后 ，从
“开凿湘资沅运河的建议”，到“治理公交
车的超载”；从“在全省规划建设绿道的建
议”，到“对三农问题的一些思考 ”……人
民建言如潮水般涌来。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民众智慧的
“星星之火”，呈推进科学发展的 “燎原之
势”，合力描绘着湖湘大地更加辉煌灿烂、
充满活力、安定和谐的宏伟蓝图。

“三问”活动掀起的热潮，说明随着经
济发展的脚步，我省人民群众的思想越来
越解放，参与政府决策、寻找发展路径的
意识越来越强烈。 与之对应的，则是湖南
各级党委政府面对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热
情的善意和接纳。 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
盛据此批示：“‘三问’活动开展得好，希望
加强扩大搜集面，对不同群体所反映的问
题系统综合分析，为省委决策提供参考。 ”

宏论有真知，片语展真诚；一言之善，
贵于千金。 携手奋进的深情凝聚于此，握
指成拳的力量倾注于此，以人为本的理念
展现于此，科学发展的优势印证于此。 那
些在“三问”活动中生长起来的事和物，将
成为共同的财富，让三湘人民带着梦想走
得更远。

“三问”活动是一个承诺，
省委与民众共同完成。 “三问”
于民，既是“以人为本”核心价
值的体现， 也是顺应民意科学
发展的深层动力

中国的复苏与崛起，曾被称为 “我们
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在以近10%
的年均增速发展了30多年后，今天的中国
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踏上了伟大复

兴之路的中国，创造了伟大的奇迹。
中部的湖南 ，2008年GDP总量进入

“万亿元俱乐部”，2009年GDP再增13.6%，
2010年GDP突破1.5万亿元，增长14.5%，总
值和增速均列全国前十。 令人惊叹的“湖
南速度”，无疑是“中国奇迹”的重要组成
部分。

发展了， 并不等于可就此高枕无忧。
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发展起来了的问
题不比不发展起来的时候少”———

改革开放的巨轮在激流勇进30多年
之后，正全面驶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 ”。
“矛盾凸显期”，因此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
的一个现实。

在当今时代，“机遇”一词，已是耳熟
能详。 但是，长期相对顺利的发展，如果缺
乏来自人民的警醒，也容易让人视“抓住
机遇，迎接挑战”为老生常谈。

科学发展前无古人、世无先例 ，书本
上没有答案。 “摸着石头过河”，说的正是
“试错逻辑”：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
无论是经受执政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市
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4种考验，还
是战胜精神懈怠的危险、 能力不足的危
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等4
大危险，都需要与人民携手奋进。

这，让我们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惟有
民魂是值得宝贵的， 惟有他发扬起来，中
国才有真进步。 ”

我们都已看见———“三问” 活动座谈
会，参与者代表和网民“扎堆”在周强、徐
守盛等领导身边，犹如他们常去的田间地
头、工厂车间、学校医院。 “三问”形式是
“问”，其要却在“行”。 问答之间，流动的是
关于科学发展的真知灼见，见证的是人民
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提升的欣欣希望。

我们不会忘记———“省直厅局领导访
谈”网上“三问”，在线网友云集。 虚拟网络
涌动真情,无尽空间心心相印。“三问”始于
“问民”，目的却在“惠民”。 唠家常、说心
事 、话期盼 ，竞相迸射的活力 ，从根本上
说，来自于对人民意愿的由衷尊重。

……
人民的命运，是历史的刻度 ；人民的

生活，是社会进步的风向标；人民的智慧，
是科学发展的基石。

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体现
了“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人民对于破解
困难把握机遇的呼吁、 建议甚至质疑，不
是发展的拦路石，而是科学发展的深层动
力。

在我省科学发展道路上，“三问”活动
就是一个承诺 ， 由省委与民众共同完
成———从充满机遇的发展中，寻找我们必
须遵循的规律， 从充满挑战的发展中，坚
定我们始终不渝的选择。

时间的意义， 远不能用长度来衡量。
回味“三问”活动一个半月的精彩，就像回
味一本厚重的书。

在这本书里，“民生” 为最大的政治，
“共享”成最基本的发展思路，“以人为本”
是最核心的理念。 “三问”活动所奏响的拜
民为师时代乐章，不仅是在为湖南的科学
发展寻找答案，也在为全社会的“拜人民
为师”积攒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