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外风如醉,欺花片片颠。 飞英恋碧水,
流到寺门前”。 这是清代举人周嘉湘勾画的
汨罗市桃林寺的美妙场景。 如今的桃林寺
镇，水泥路直通农家院落、崭新的村庄镶嵌
于青山绿树间、文化中心、休闲广场功能齐
全……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在汨罗市境
内遍地开花，桃林寺山更美了，水更清了，树
更绿了，路灯更多了，人们的生活更惬意了。

该镇党委书记李锦平和
镇长凌红权表示，要把桃
林寺镇打造成一个清洁、清
澈、清香的秀美乡镇。

数据： 桃林寺镇新农村示范片
以东塘村为中心，共辖有东塘、杨爷庙、十龙
桥、三塘、大托五个村。 目前，示范片内所有通
村、通组公路 100%全面硬化，通户道路硬化

率达到 98%；片内所有居民全部用上洁净水；
改厨改厕工程达到 80%以上； 生态能源沼气
建设完成建设任务达 75%；农村庭院、村组道
路两旁、公共场所均已基本绿化，村庄绿化率

达 90％以上。 今年全镇投入专项资金
1700 余万元，水库除险四座，新建敬

老院一个， 硬化道路 3.5 公里，渠
道安装 U 型槽 12000 多米 ，新
安装路灯 186 盏， 栽种各类绿
化苗木 6 万余株，新增绿化面
积 8000 平方米。

荣 誉 ：2009 年 和 2011
年 ，桃林寺镇东塘村 、杨爷庙
村先后被评为岳阳市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示范村；2010 年，桃

林寺镇被评为岳阳市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十大魅力乡镇”;2012 年，

桃林寺镇列入省“百城千镇万村”新农村
建设试点镇；岳阳市第三轮新农村建设城乡
统筹试点镇。

关怀：在桃林寺镇联点帮扶的岳阳市常

务副市长陈奇达、汨罗市市长周金龙，多次
就新农村建设召集岳阳市国资委、 市人社
局、中国财产保险岳阳分公司等帮扶单位及
市农办等单位现场办公，帮助该镇制定详细
的发展规划，明确帮扶任务；岳阳市国资委
副调研员陈彩萍，作为派驻汨罗的帮扶工作
队队长,更是多次协调相关单位，并为该镇的
新农村建设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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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美丽丽丽 桃桃桃 林林林 寺寺寺
为了加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示范村授牌工作的监督， 现对省
政府拟授牌的 33 个示范村予以公
示。

长沙县黄兴镇沿江山村、 浏阳
市官桥镇八角亭村、 望城区书堂山
街道彩陶源村、 衡阳县库宗桥镇梅
开村、珠晖区东阳渡镇人民村、常宁
市西岭镇桐江村、 攸县菜花坪镇谭
桥村、茶陵县下东乡黄堂村、岳塘区
荷塘乡青山村、 湘潭县梅林桥镇梅
林村、城步县长安营乡大寨村、绥宁
县关峡苗族乡梅口村、 汩罗市黄柏
镇神鼎村、 屈原管理区营田镇义南
村、君山区柳林洲镇新洲村、桃源县
陬市镇观音桥村、 鼎城区谢家铺镇
谢家铺村、 桑植县洪家关乡实竹坪
村、慈利县杨柳铺乡荷叶村、赫山区
沧水铺镇香炉山村、 南县南洲镇小
荷堰村、苏仙区望仙镇和平村、汝城
县三江口镇三江口村、 北湖区华塘
镇三合村、蓝山县新圩镇上清涵村、
东安县芦洪市镇王家亭村、 会同县
坪村镇枫木村、 沅陵县官庄镇沐灈
村、洪江区桂花园乡茅头园村、冷水
江市岩口镇农科社区、 娄星区杉山
镇坝塘村、古丈县默戎镇毛坪村、凤
凰县沱江镇长坪村。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上述拟授
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情
况进行监督。

公示时间：2013 年 1 月 18 日-
22 日

受理单位：省委农村工作部、省
政府农办监察室

联系电话：0731-82209855
邮政编码：410001

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
湖南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

2013 年 1 月 18 日

近日， 为进一步提高年轻一代对税收工作
的支持、理解，并成为税收宣传主力军，津市市
国税局牵头组织全市“青年话税收”活动。 来自
该市的 17 位青年代表参加了该局召开的座谈
会， 其中， 来自乡镇的大学生村官特别引人注
意。他们从农村纳税人的特殊性出发，建议税收
宣传采用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如戏曲、 电影
等文艺宣传形式，提高老百姓对税收的关注度。
该局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对于如何开展
税收宣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刘峰 邹毅）

“现在出行方便了，哪怕是汛期我们也不再
为过江担心生命安全了， 政府为我们做了件大
好事！ ”平江县木金乡 70 岁的村民刘大爷站在
赤溪渡大桥头，开心地告诉记者。

位于木金乡的赤溪渡大桥修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属漫水平板桥，一到汛期洪水漫过桥
面，人不能行，车不能过，时刻威胁着过往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2012 年，木金乡党委、政府决
定启动赤溪渡大桥建设。 大桥建设得到了岳阳
市委书记黄兰香及平江县委、 县政府有关领导
的重视。 同时，该乡两万多群众捐资踊跃，短短
一个月，各界群众自发捐资 200 余万元，使大桥
得以如期开工建设。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现
在赤溪渡大桥已经基本完工， 将于年底正式竣
工通车。 （苏滨 陈梦龙）

汨罗江上“民心桥”

开慧镇位于长沙县北部，是杨开慧和缪
伯英烈士的故乡。 这里也是中国充满传奇色
彩的初恋小镇。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初恋传奇
就在这里发生。

一幢幢青瓦白墙、英伦风格的房屋错落
有致， 一排排摇曳的绿树让人心旷神怡，一
条条清爽的乡村道路让人脚步轻盈，清澈的
河流、带露的花草、呢喃的鸟语，一幅如诗如
画的农村新美景映入眼帘。

隆冬时节，我们走进开慧镇，驻足这片
红土地，感受着统筹城乡发展的巨变。

城乡一体引凤栖
飞檐翘角马头墙， 白墙黛瓦格子窗，开

慧镇这座迸发激情的小镇， 面貌焕然一新，
处处充满生机。集镇在变美，经济在腾飞。开
慧镇的巨变，缘于该镇先行先试的城乡一体
化建设。

2010 年，开慧镇被列为长沙市十个城乡
一体化建设示范乡镇之一，2012 年又被列入
长沙市 5 个特色镇之一。 开慧镇积极大胆探
索城乡互动的“开慧模式”，围绕“市民如何
下乡”、“农民如何进城”两个重要课题，先行
先试启动了板仓小镇集中居住和农民集中
居住的项目建设。

板仓小镇集中居住项目是对土地管理和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有益尝试，不仅整合和盘
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 提高了土地资源效
益，还能带动城市资本、技术、物流、信息等资
源集中下乡，使农民直接受益。 通过建设农民
集中居住点，不仅可以把节约集约下来的土地
转为建设用地，便于招商项目的引入和产业的
发展，而且通过配套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可以让更多的百姓享受城乡统筹下公
共服务一体化的成果，大大提高生活质量。

种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随着基础设施
的完善、区位优势的凸显和优惠政策的支持，
开慧镇得到越来越多投资商的青睐，相继引进
汉硕文化教育产业园、板仓小镇农村商贸综合

体、骄阳天下养老养生、人瑞居老年公寓、板仓
国际露营基地、国艺影视城、华星直升机起降
点、板仓国际水稻文化产业园等项目。

旅游名镇谱新篇
开慧镇作为杨开慧的故乡，红色旅游一

直是开慧镇的主打品牌，庄严肃穆的杨开慧
纪念馆、 清幽古朴的开慧故居和缪伯英故
居、绿树成荫的烈士陵园都是开慧镇响当当
的“旅游名片”。

开慧镇始终秉持 “要让开慧富起来，先
让开慧美起来”的发展理念，依托现有良好
的生态、人文、旅游资源，着力建设“天蓝、地
绿、水清、气净”的宜居宜业环境，重点完善
了主要道路亮化、骄杨路景观大道、自行车
绿道等配套设施建设，打造了板仓国际露营
基地、慧润乡村客栈、知青点等特色旅游亮
点， 实现了红色旅游与绿色生态的完美结
合，先后荣获“国家级生态乡”、“湖南省生态
镇”、“长沙最美乡村”、“长沙最佳乡村旅游
目的地”等荣誉称号。

宜居家园得民心
近年来，开慧镇以板仓小镇建设为载体，

有序推进了综合文化站、市级示范性敬老院、
公立幼儿园、镇卫生院改扩建、斯洛特湖、农

村商贸综合体、污水处理厂、自来水供应、通
村公路、道路路灯亮化、无线广播站、数字电
视网络等民生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积极探索
农村医疗制度改革和公交免费出行服务，实
现了“五保老人”免费集中供养、公立幼儿园
免学杂费入园、 农民集中居住小区有线电视
免收视费等公共服务，无线板仓、燃气下乡工
程已经启动； 成功举办和承办了中国首届板
仓小镇推介会、“七夕”文化节、走进长沙最美
乡村启动仪式、中国曲协送欢笑、金鹰明星下
基层、浪漫田园音乐剧等文化活动，为开慧镇
老百姓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通过政
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 开慧镇
居民不但享受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 还正逐
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配套服务和社会福
利，老百姓幸福感不断提升。

“我想，我想有一天能够与你同行，飘峰
山峦，古塔寺庙，骄杨路上……我想，我想有
一天就住在这里，住在这个田园城市。 ”在乡
村的绿道上，感受着“小镇大爱、初恋板仓”
的浪漫情怀，尽享幸福与美好。 在十八大“美
丽中国” 和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的引领下，
美丽和谐的初恋小镇，将会在一次次的华丽
绽放中释放从容与自信，以更加奋发昂扬的
姿态，阔步前行，一座充满活力的生态宜居
小镇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红色旅游承壮志 开慧故里尽朝晖
文/图 刘海洋 吴玲 黄勇军

2012 年 11 月中旬， 谢武一行四人从宜
章县五岭乡饶田危桥改造项目打好桩后，又
前往笆篱乡峙冲危桥改造项目的桥梁建筑
工地进行打桩工作。

村支书范碧智和项目负责人徐顺流早
已在村里为他们预租了民房,是水泥楼房。厨
房、厕所、洗澡间俱备，电视机、思梦席床皆
有，空间宽敞、物具一件不差。 这些对在外务
工的谢武来说，条件似乎有些奢侈。

范支书和徐老板说，这是奉了钟伟华局
长指示来做工作的。 谢武一听说钟伟华这个
领导的名字，眼睛就湿润了。

原来，打桩队进驻峙冲危桥项目工地之
前，宜章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钟伟华和总工程
师谢木海一道，亲自为打桩队的吃、住问题
到工地现场对范碧智和项目负责人下达了
任务，要求他们在打桩工人做工之前，务必
先把工人们的吃、住条件解决好。 钟伟华的

原则是，不解决，不要上工。
其实，十月初，在五岭乡饶田危桥项目

改造工地，钟局长经过三番五次督促，帮助
谢武的打桩队解决了洗澡、解手问题。 那次
钟局长来，与谢木海一起，带着香烟和水果
来看望他们，与他们共度中秋佳节。

谢武在湖南、 广东两省打桩十几年，真
正遇到钟伟华这么热情地关心、体贴工人的
领导，还是头一回。 在宜章，他开始感受到当

工人有尊严的快乐,同时，也感受到这位“爱
民局长”给他们带来的温暖。

笆篱乡党委书记王华松、乡长肖雪莲带
着乡干部多次来到工地，帮助谢武他们解决
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峙冲危桥项目工地地质结构不理想，地
下存在岩石斜坡，桩难打，但谢武说 ,我们要
好好干，干出成绩，回报钟局长的关心。

谢武有两个儿子跟着他一起打桩，还有
一位朋友的儿子谢志明。

1 月 5 日晚， 谢志明的妈妈从老家广东
电白打电话来，叮嘱儿子，天气变冷了，要大
家注意身体。 谢志明说：当地的领导干部特
别关心、体贴工人，当亲人一样照顾我们，妈
妈 ，你放心 ，宜章这边很暖人心 ，不会冷着
的。 (邓小华 欧小兵 张沛学)

关注农民工：

妈妈！ 宜章这边很温暖

灰汤流传着紫龙化泉的动人传说， 矗立
着年代久远的古朴紫龙寺，荡漾着风光漪妮的
明媚紫龙湖。 当笔者踏足这片美丽的土地，在
云雾升腾中，仿佛看到了那神秘紫龙的身影，
痴迷于它惊世骇俗的美丽，震撼于它那深遂眼
眸中强烈的渴望，遂感慨成此文。

龙是古代传说中一种能细能巨变化莫
测的神异动物。 近年来，灰汤镇人民政府充
分发挥龙头作用，以“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为龙眼明确方
向 ，用 “金镶玉 ”的城乡一体化战略绘就龙
身，用紧抓招商引资做强重点项目铸就有力
的龙爪，用绿色生态描绘色彩，便捷的交通
如龙须将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 “最美温泉
城”化为了耀眼的龙珠，一条气势磅礴的神
龙渐渐成形。

1998 年，灰汤入选“中国旅游业 43 家优
先发展项目” ，之后，灰汤开发被纳入旅游
国债资金扶植的重点项目，湖南省和长沙市
也将灰汤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出台了一系
列支持其开发的政策。 湖南省、市、县各级领
导亲临灰汤调研指导，要求灰汤人民发挥才
智，充分做活“水”文章。

龙的血液开始沸腾了，龙的传人———灰
汤镇党委书记龚畅，强烈地感受到了龙躁动

不安的心事，遂和镇长李锷华带领全镇干部
充分发挥龙头作用，团结带领龙的子民———
灰汤百姓，践行龙的愿望并日夜奋战，打造
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国家级田园式旅游度
假区，以期龙游天下。

灰汤是长沙市十个城乡一体化建设示
范乡镇之一，其探索以城带乡、以镇带村的
城乡统筹新路子，采取“金镶玉”的城乡一体
化战略，用 1/3 的区域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带动剩下的 2/3 区域发展，一个金镶玉的
宏伟龙身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为倾心传承龙的意志， 灰汤采用当今世
界最前沿的规划思想———景观城市主义理
论，精心构建最美温泉城。 灰汤大力开发东鹜
山的山水文化，深度挖掘温泉古镇文化，以紫
龙湖为核心，打造全域景区化，让游客在古朴
唯美的风格中体验齐全的服务。 目前，该镇已
形成“一山一湖一城”相互辉映的格局，美丽的
温泉新城宛如龙珠向世人展示它流光溢彩的
美丽。

灰汤是湖南省 “251” 工程重点招商项
目，其紧抓招商引资做强重点项目，已吸进
资金 200 亿元，引进亿元以上具有战略意义
的项目 13 个，项目工程投入超 100 亿元，竣
工项目 20 多个，在建项目 20 多个，这些项

目就像是强劲有力的龙爪，为神龙的腾飞积
蓄了强劲势能和更多潜能。

灰汤地处“长株潭”城市群核心，与毛泽
东故居韶山、刘少奇故居花明楼呈“品”字排
列，市场辐射潜力巨大，便捷的交通蜿蜒出
了龙的期盼。 灰汤通过媒体、节会活动、线路
多手段投入，加大力度吸引各地游客，龙的
触角正在延伸到世界各地。

龙对这片土地爱得如此深沉，龙的子民
们 “以农村环境花园化，集镇环境客厅化”
为目标，大力植树造林，发展高效温泉农业，
打造“绿色灰汤”，为神龙披上一层美丽的保
护色。 而农家乐也发展到 60 多家，真正实现
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龙的子民们
开心地享受着龙的恩泽。

灰汤 2009 年即开始了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创建工作， 全面加强旅游硬件设施建设，
高标准建设了旅游网站，标示牌设置多国语

种，天际隐约传来了神龙的咆哮声。 目前，灰
汤已经形成了齐备的旅游服务接待体系，呈
现出了国际化发展的良好态势，一个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已巍然成形，龙的子民们仿佛触
摸到了美丽的蓝天。

生命在于运动，旅游在于活动。 灰汤在狠
抓旅游精品项目建设的同时，大力实施节会活
动营销战略，自行车赛、桃花节、温泉节等精彩
纷呈的活动为神龙凭添了灵动的活力。

灰汤从神话中款款走来，走过两千多年
的历史，破茧成蝶，幻化成一座现代温泉城
和国际度假城，已成为老年人怡情养生的福
地、中年人休闲娱乐的胜地、青年人享受自
然的宝地。

今天的灰汤让人神往，未来的灰汤令人
遐想。 灰汤神水有着无穷魅力，拥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已从湖南起
飞，游向全国。

前言：两千多年前，传说中玉女投簪化龙以利百姓，汩汩的龙涎汇成了源源炙
烫的泉水。 “汽腾如灰雾，泉沸如汤滚”的形象吟咏，让这片灵犀之地得名灰汤。

灰汤有温泉、冷泉、氡泉三泉合一的奇观。灰汤温泉水温奇高，是世界上水温最
高的苏打富锌泉；水质奇妙，有“返老还童” 之功效；水产奇特，“汤泉四美”中的汤
鸭是历代皇室贡品。灰汤泉水中富含 29 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十多种治病因
子，素有“神水圣泉”、“国汤”之美誉，千百年来深受世人青睐和颂扬。

神水灰汤，龙游天下
文/陈宇华 欧子强 刘大明 吴朝阳

2012 年 8 月底，《湖南农业之歌》创作工作
圆满完成。 作为湖南省农业厅喜迎党的十八大
的重要活动之一，《湖南农业之歌》 大传唱活动
正在农业厅系统兴起。 歌曲高度概括了湖南悠
久的农耕文化、丰富的农业资源，集中体现了湖
南农业人情系“三农”、甘于奉献、务实进取的精
神风貌，极富层次感、历史感和时代感。

湖南农业之歌
（女）美丽湖南，神农故乡，物华天宝，人间

天堂。
（男）美丽湖南，神农故乡，物华天宝，人间

天堂。
（女）洞庭稻熟天下足，五岭果茶香四方；
（男）湘资沅澧鱼虾肥，雪峰武陵牛羊壮。
（合）农耕文明，在芙蓉国里传扬。

情系三农，我们胸怀湖湘；
栉风沐雨，我们播种希望。
神圣使命，无上荣光。
无上荣光！

（女）绿色田野，金色梦想，科学发展，道路
宽广。

（男）绿色田野，金色梦想，科学发展，道路
宽广。

（女）标准生产五谷丰，健康养殖六畜旺；
（男）农机高唱丰收歌，产业开发富三湘。
（合）现代农业，在芙蓉国里绽放。

万众一心，我们奋发图强；
务实创新，我们谱写华章。
阳光事业，灿烂辉煌。
灿烂辉煌！ 灿烂辉煌！

（由省农业厅提供）

东塘村村级活动中心。

↑十龙桥村江北屋场环境整治示范点。

→东塘村仑上吴屋场新建的农民休闲娱乐健身场地。

开慧故居。

灰汤紫龙湖景观。 (杨铁军 摄)

魅力乡镇

文/图 苏滨

大学生村官“助力”税收宣传

省
政
府
拟
授
牌
新
农
村
建
设
示
范
村
公
示

新农村周刊 ２０13年1月20日 星期日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