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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阵雨 8℃～18℃
湘潭市 小雨 9℃～17℃

张家界 多云转晴 10℃～24℃
吉首市 小雨转阴 8℃～19℃
岳阳市 多云 9℃～17℃

常德市 阴 8℃～20℃
益阳市 阵雨转多云 9℃～17℃

怀化市 小雨转阴 8℃～18℃
娄底市 阵雨转阴 8℃～17℃

衡阳市 小雨 10℃～17℃
郴州市 小到中雨转小雨 9℃～16℃

株洲市 阵雨 9℃～17℃
永州市 小雨 8℃～19℃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多云
北风 3~4级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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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隆清泉 吕科赋) 近日， 新邵县陈家坊镇
桥石村村民石永梅来到村远教站点， 上
网查询蘑菇种植技术。 她说： “远程教
育服务平台真是太好了， 只要轻点鼠标，
轻轻松松就能学到技术。” 通过远程教
育， 石永梅不仅把蘑菇种植技术应用到
了自家蘑菇地里， 还带动10来户村民种
蘑菇， 种植面积今年达到了130亩。

为充分发挥农村远教站点的作用，

促进春耕生产， 今年春节刚过， 新邵县
远教办就开始组织全县远教站点为农民
春耕生产提供技术咨询、 培训服务。 为
加强服务针对性， 在远教办安排下， 各
乡镇将农民的实际需求进行摸底， 统计
上报。 远教办据此下载、 制作相关视频
和文字教材， 包括种植、 养殖、 加工、
餐饮等， 有计划地对广大农民进行培训。
这样， 将农村远程教育与当地产业发展
实际结合起来， 农民需要什么就提供什

么。 龙溪铺镇洞山村有500多亩苗圃， 眼
下正是栽培种植关键时期。 但由于一些
村民技术底子薄， 种植不得要领。 村支
书李享坤从镇里领回一套苗木种植技术
视频资料， 把村民统一组织到远教站点
观看， 提高了学习效率。

今年开春以来， 新邵县远教平台已
培训农民1万余人次， 下载发放技术材
料10万余份、 视频资料200多小时。 小
塘镇的优质水稻、 雀塘镇的葡萄、 严塘

镇的生猪和龙溪铺镇、 大新乡的特色苗
木等50余个产业基地， 在远教办帮助下，
及时获得相关技术， 加快了发展， 提高
了效益。 本报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李爱成 袁义生

连日来， 耒阳薯农在
地里忙着育种，一批批各地
的客人慕名前来参观、学习
和签约。 3月底，河南一位
姓郑的客人在该市小水镇
堰头村谭鸣红薯合作社，签
下了购买100万元红薯的
大单。

小小红薯， 何以这样
让人瞩目？

4月1日，记者来到耒阳
市小水镇堰头村谭鸣红薯
合作社红薯种植基地，见面
积100多亩的薯苗大棚里，
30多位薯农正在育种。“这
边棚里是‘湘辐一号’，旁边
排种的是新引进的美国

‘ST-9’。 ”谭鸣红薯合作社
社长谭鸣扒开一层薄薄的
泥土，小心翼翼捧出一个斤
把重的紫色红薯，乐呵呵地
向记者介绍，“别小看这小
小的紫红薯，它们可是我们
发家致富的金元宝呢。 ”

“红薯全身都是宝。 个
把月后，这些红薯苗都会成

为抢手货，不但可以作薯苗
种植，还是中药材，药商抢
着上门来收购。 育1亩红薯
苗，效益抵得上种6亩玉米。
而红薯经过加工成淀粉、粉
皮后， 每公斤可以卖到16
到20元。 ”正在现场指导薯
农育种的耒阳市老科协副
会长罗国平告诉记者。

据了解，48岁的谭鸣
2007年回家创业， 在耒阳
市老科协帮助下， 一门心
思种红薯， 头一年种植红
薯12亩就获利6万余元。短
短几年， 红薯种植形成规
模， 谭鸣牵头成立了谭鸣
红薯合作社，村里已有200
余农户入社。 去年，合作社
加工鲜薯4500吨， 加工产
值达1400余万元， 为薯农
增收750余万元。

耒阳市红薯产业初具
规模，“地瓜” 变成了“金
瓜”， 催生了100余家年收
入超100万元的红薯加工
企业。 去年，全市种红薯种
薯6万余亩， 年收入1.5亿
元；今年将突破10万亩，预
计可收入2亿元。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邓锦庆 邓海波 龚中） 近日， 双
峰县农机局培训中心9名农机技术员， 骑
车来到该县三塘铺镇朝阳村朝阳粮食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如意家， 不到3个小
时， 就将刘家8台农机免费检修好。 刘如
意说： “农技人员下乡， 我家农机没了

后顾之忧。”
2月上旬以来， 双峰县组织50多名农

机技术人员，分成6个技术组，骑摩托带易
损配件深入全县农村开展机械化育秧苗
技术指导，对准备投入春耕生产的农业机
械进行检测维修、指导，对新农机手就地
组织进行技术培训。 3月6日，技术组巡回

来到该县锁石镇西田村和车田村，根据农
户意愿举办了履带自走式旋耕机示范作
业现场会。全县还先后举办了20多场阳光
工程机插秧培训班，培训种粮大户、农机
手。 到目前， 全县已免费培训农机手262
人，拖拉机驾驶员52名，特种作业人员30
人，农民5200人，为2400多农机户免费检

修农机3.2万台（套），为农机户节省开支
500多万元，工日6000余个。

在检修农机时， 他们还向农民宣讲
农机使用的好处， 及使用时注意的事项，
从而促使全县出现了购买农机热和机耕
热。 今年全县投入春耕的农机已达3万余
台， 机耕面积达16.8万亩。

本报记者李文峰通讯员罗颖 张兴林 刘洪文

4月8日， 第三届中国炎陵云锦杜鹃花节在炎陵
县大院农场启动。

炎陵县是“杜鹃花之乡”，境内杜鹃种类达20多种，
其中上万亩花色为粉红、粉白、紫红的云锦杜鹃，是目前
国内保存面积最大的连片野生云锦杜鹃花林，分布于该
县湘赣边界大院农场与策源乡梨树洲一带。

大院农场场长孟自明介绍，每年3至5月，一树树

野生云锦杜鹃花竞相绽放，绵延数十个山头，望不到
尽头，如云似锦，煞是壮观。

“苍干如松柏，花姿若牡丹……”成群结队的“拍客”、
“画客”、“驴友”和游人，陶醉在云锦杜鹃花丛中。

云锦杜鹃成了炎陵旅游开发的新优势。 县委书记黄
诗燕说，近年来，他们倚重炎陵得天独厚的“古、红、绿”旅
游资源，“把炎陵当作一个景区来建设”，全力打造“美丽
幸福新炎陵”。现在每年举办云锦杜鹃花节，就是一个“生
态之旅”带动项目。

本报4月8日讯 （通讯员
王玖华 黄连初 朱培强 肖

建科 记者 段涵敏）4月2日，
双峰县花门镇独生子女户、残
疾人陈水莲和群喜村计生贫
困户陈右英，分别收到该县计
生协会和镇党委政府主要负
责人上门送上的1000元“生
育关怀”慰问金。

据悉， 2007年起， 该县
推出“生育关怀 ” 暖心行
动， 设立“生育关怀” 专项
资金 ， 县、 乡、 村三级联
动， 构建“生育关怀” 网络
平台。 今年春节以来， 县、
乡两级累计发放资金850多
万元， 10万计生贫困家庭分
享“生育关怀” 蛋糕。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罗宁 陈帅）
最近， 岳阳市消防支队举办
了全市志愿者消防安全知识
培训。 100余名湖南理工学
院大学生消防志愿者参加了
培训。 消防官兵播放现场救

援视频、火灾现场图片；分析
日常生活中的火灾隐患；介
绍会议室里的消防设施；带
志愿者们参观了士兵宿舍、
消防车辆、器材，开展了用灭
火器进行油盆灭火、 高空缓
降逃生等练习。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
近日， 邵阳县传来好消息，
顾家集团投资6亿元的顾家·

欧亚达国际商业城项目将落
户该县夫夷新城。 该项目投
资总额达6亿元， 建筑面积
达20万平方米。

本报4月 8日讯 （记者
尹超 通讯员 汪珍玺 曹世

望） 最近， 记者从慈利县了
解到， 目前， 该县全面完成
全国“小农水” 重点县建设
工程任务， 实现新增有效灌
溉面积近8万亩， 10多万农
民受惠。

2010年， 该县被列入全

国第二批小型农田水利重点
县。 “小农水” 项目区涉及
该 县 23个 乡 镇 185个 村 、
11.74万人、 11.09万亩耕地，
工程总投资1.14亿元。 建成后
的项目区内， 可实现年新增
供水能力2370万立方、 年新
增节水能力670万立方， 每年
新增经济效益过1000万元。

远程教育助春耕

双峰县今年来已为农民免费
检修农机3.2万台

开春以来，新邵县远教平台
已培训农民1万余人次 记者�在基层

地瓜变“金瓜”

岳阳培训消防志愿者

双峰县“生育关怀”
温暖贫困计生家庭

“小农水”滋润慈利农民

“顾家”投资6亿元进驻邵阳县

“美丽炎陵”杜鹃红

4月8日， 洪江市托口水电站主坝正在加紧施工， 确保今年大坝下闸蓄水发电。 托口水电站主坝全长
648.5米， 受地质承重条件限制， 坝体设计为混凝土重力坝、 碾压混凝土坝和粘土心墙堆石坝3个坝段， 最
大坝高89米， 目前正在进行闸门安装等扫尾工作。 杨锡建 摄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免费检修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