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市 阵雨 10℃～15℃
湘潭市 多云 11℃～18℃

张家界 晴转多云 12℃～27℃
吉首市 阵雨转多云 12℃～20℃
岳阳市 阴转多云 13℃～20℃

常德市 晴 13℃～24℃
益阳市 晴转多云 13℃～21℃

怀化市 阵雨 10℃～16℃
娄底市 多云 11℃～19℃

衡阳市 阴 12℃～18℃
郴州市 小到中雨转小雨 10℃～17℃

株洲市 阵雨转多云 13℃～18℃
永州市 阵雨 9℃～15℃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转阴天
北风 ２~3 级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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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月 10日讯 （记者 廖
声田 向国生）春暖花开，姹紫嫣
红。 自3月上旬以来，张家界永定
区尹家溪镇长茂山2000亩桃花竞
相绽放， 引来众多游客和市民前
来“桃花谷”赏花踏青、放松心情。
村支部书记黄会涛介绍， 最多的
一天接待5000多人，仅乡村“农家
乐”收入一天达到6万余元。

近年来， 按照“一村一品”
和“一乡一业” 要求， 永定区致
力打造“城市农业、 旅游农业、
品牌农业、 生态农业”， 在特色

旅游产业园中融入旅游休闲观光
功能， 亮点纷呈。 其中集中连片
的桃花、 梨花、 荷花、 金银花、
油菜花等“五朵金花”， 不仅是
农家增收的特色经济作物， 而且
成为“额外” 创收的卖点， “闹
火” 当地乡村旅游。

进入3月， 长茂山的种桃大
户黄会兵就忙起来， 他家桃林掩
映的院落里， 每天摆上20多桌接
待游客， 漫山桃花林中原汁原味
的土家菜， 余味无穷， 让众多游
客留连忘返。 同样， 在罗水乡的

龙凤梯田， 满山遍野的油菜花香
飘山间， 吸引了一批批户外运动
和摄影爱好者。 在通往武陵源核
心景区的沙堤乡， 张清公路沿线
的千亩梨花如雪花飘洒， 惹来游
客纷纷驻足观赏。

依靠张家界“大旅游”，永定
区已将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结合起来，包装
成旅游线路予以推介，
长茂山桃花、 沙堤梨
花、后坪荷花、桥头金
银花和龙凤梯田油菜

花成为主要景点， 去年成功承办
了全国休闲农业创意精品（中南
赛区）推介活动。 据统计，去年初
春到今年3月底，永定区在“五朵
金花”基础上发展农家乐、休闲农
庄和旅游景点485家，年接待游客
5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亿元。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郭飞 毛洪银 翟
德锋）近日，怀化市鹤城区城中办
事处天星坪社区的易秋香、 张利
军、阮萍等3人,被怀化双汇冷鲜肉
连锁店聘用。 当天，在鹤城区人力
资源市场举办的招聘会上，220多
家单位提供了3000多个工作岗
位。 区人力资源市场主任易刚生
告诉记者：“进场招聘企业的法人
代表，80%以上是自主创业成功

者。 ”
怀化双汇冷鲜肉连锁店老板

杨龙，是原怀化纺织厂下岗职工，
下岗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想创业资金又不足。 去年，他在鹤
城区就业部门帮助下， 开办起了
双汇冷鲜肉连锁店， 实现了自己
的创业梦。“现在不仅自己有事做
了， 还帮助了一些跟自己经历差
不多的人就业，这要感谢区委、区
政府的扶持。 ”谈起创业经历，杨

龙掩饰不住高兴之情。 据统计，鹤
城区已扶持创业1900余人， 带动
就业13850人。

近年来，鹤城区积极推进“创
业带动就业”工作，在迎丰、城中、
红星等7个街道56个社区创建“创
业型社区”。 针对有创业意愿的人
中大多缺乏资金的状况， 区里成
立了小额担保贷款服务中心，为
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
民工等创业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和

财政贴息。 去年来，受理贷款及贴
息376笔， 共发放贷款2430万元。
同时， 对创业人员选择项目进行
指导，并落实场地租金补贴、税费
减免、 创业成功奖励以及社保补
贴等优惠政策。 还积极鼓励有创
业愿望的下岗失业人员、 失地农
民、 大中专毕业生等参加创业培
训。 仅去年就举办创业培训18期，
培训人员420名， 其中342人创业
成功。

娄星区干部
深入村庄解难题

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康承贵 陈敏飞 李宗明）

“我们两家的积怨在驻村干部调解
下终于化解了。 ”“驻村干部为我捐
款1万多元， 治好了我的大病。 ”近
日， 娄底市娄星区民政局长刘至善
带队前往青联村调查时， 村民纷纷
向他“报喜”。

今年来， 娄星区共派出190多
支工作队，深入每一个村庄和社区，
用笔记录村里小事， 用嘴化解群众
矛盾，用耳听取百姓建议，着重收集
群众在环境整治、道路修建、农田水
利基础设施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
面遇到的难题，并分门别类地梳理。
目前， 全区工作组队员已与困难群
众结成帮扶对子2100个，收集到了
1000多道民生难题，落实帮扶项目
120个、资金300多万元，现场解决
实际问题220个。

中华保险给力
岳阳县救灾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徐亚宏 彭会）“搭帮
政府帮我们投了保，我家因冰雹造成
的损失才会大大减轻。”今天，得知自
家的能繁母猪因政府出资投保，受灾
后能够得到理赔时，岳阳县新墙镇进
塘村农民尹五光感激不已。

3月22日，岳阳县突遭冰雹灾害。
岳阳中华保险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会
同县农、林、畜牧等部门，深入新墙、公
田、杨林、月田等重灾乡镇勘灾定损，
引导农户报案。 中华保险兑现了对该
县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承诺， 共接
受能繁母猪、水稻、油菜保险报案103
起，涉及19个乡镇128个村、1200多农
户；种植业、林业报灾面积1万余亩，报
损金额1000余万元。

五朵金花竞相开

创业就业两红火

本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石科圣 罗中华

“今年天气适宜， 春笋可以挖到4
月底。 我这片1000亩南竹林， 预计可挖
50万公斤春笋。” 4月9日到“南竹之乡”
桃江县松木塘镇响涛源村采访， 当地世
林竹笋专业合作社董事长高最华兴奋地
对记者说。

在合作社笋材两用竹林基地， 青翠
欲滴的竹林中， 高高低低的笋尖儿争先
恐后往上蹿。 高最华在一株春笋前给记
者示范说， 挖春笋很有讲究， 首先要留
好母竹， 一般每亩留15株左右。 挖时要
朝竹鞭生长方向挖， 既省力， 又不损坏
地下竹鞭， 这样才能确保下一轮发笋
好。 今年春笋长势喜人， 一般挖后4天
左右又会长出新笋， 春分时节开挖， 可
挖到谷雨后， 共可挖笋8轮， 现在已挖4
轮。 初步估计， 基地鲜笋平均亩产将突
破500公斤， 按每公斤2元计算， 收入达
1000元。 将笋子做成干笋， 每公斤可卖
到200多元。 加上冬笋和竹材收入， 每
亩竹林收益达2000元以上。

年近50的高最华年轻时离开家乡桃

江， 到福建等地做“闽笋” 生意， 经过
20多年历练， 他熟悉了竹笋市场， 也掌
握了竹林培育和管理技术。 2008年， 他
回到家乡， 在县林业部门指导、 扶持
下， 承包了1000亩林地， “山当田耕，
竹当菜种”， 对低产竹林实行改造， 发
展笋材两用林。 “挖了冬笋没春笋， 挖
了春笋没竹林。” 高最华说， 原来农民
认为挖一株笋子会少一根竹子， 其实，
只要运用水肥控制等科学手段， 挖笋子
可以使竹林生长得更好， 一举两得。

在竹林深处， 记者遇到了正在剥笋
的松木塘镇农民刘登科， 他每年都来高
最华这里挖春笋。 他说：“帮高老板挖笋
50公斤有30元钱工钱，还管吃住。 ”高最
华今年请了80个农民帮忙， 其中50人挖
春笋，按50公斤30元发工资；30人对笋子
进行蒸煮、烘干等加工，一天140元。“不
把春笋赶紧挖出来的话， 长老了就没用
了，对竹林生长也不利。 ”高最华说，世林
竹笋专业合作社目前在全县发展会员
246户，竹林面积达1.1万多亩，去年产笋
250万公斤，今年产量将创新高。

竹当菜种挖笋忙

记者� 在基层

本报 4月 10日讯 （通讯员 陈
应时 黄金星 王冬媛）4月7日， 位于
全国第二大内陆候鸟迁徙中部路线
必经的“千年鸟道”上的湖南省桂东、
炎陵和江西省遂川3县党委政府、林
业、森林公安相关负责人30余人聚首
桂东，召开湘赣边界候鸟保护遂炎桂
联防区第二次会议，交流探讨候鸟保
护工作举措，完善候鸟保护联防长效
机制。 这标志着湘赣三县共建“鸟的
天堂”举措已步入常态化。

桂东地处罗霄山脉南端，南岭山

脉北翼，境内生态秀美，为迁徙的候
鸟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场所，形成了一
条不规则的宽约30公里、长约40公里
的千年鸟道，是每年清明、白露前后
候鸟北往和南飞的必经之路。

据了解，2012年，地处“千年鸟道”的
湖南省桂东、炎陵和江西省遂川3县成立
了湘赣边界候鸟保护遂炎桂联防区，营
造浓厚的爱护鸟类和保护野生动植物的
氛围。到目前，联防区范围内暂未发现有
猎捕、贩卖和食用候鸟现象，千年鸟道正
逐渐还原“鸟的天堂”本色。

湘赣3县携手护候鸟
千年鸟道成“鸟的天堂”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陈鸿飞 朱章安
通讯员 江勇 李英姿）今天，记者从衡阳
市教育局获悉， 该市正式出台了加强全
市校车安全管理的实施意见， 曾长期占
据校园的普通客车、面包车、微型车，将
在3年内逐步退出校车行列，取而代之的
是按国家有关标准设计和制造的专用校
车。

据了解， 衡阳市现有普通小学学生65

万多人、幼儿园幼儿16万多人,但全市仅有
校车1353辆。 为改变这种状况，该市要求各
县、市、区政府采取措施，对确实难以保障就
近入学、 且公共交通不能满足学生上下学
需要的农村地区，根据自愿原则，保障接受
义务教育的学生获得校车服务。 接送小学
生的校车， 应是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设计和
制造的专用校车。 今年内, 校车覆盖全市
80%以上学校，明年实现全覆盖。

衡阳明年将实现校车全覆盖

本报4月10日讯（通讯员 隆清泉
记者 乔伊蕾）4月5日， 在新邵县坪上
镇教育促进会成立仪式上， 省军区原
副司令员黄明开将军从长沙专程赶回
家乡， 将自己1个月的退休金当场捐
赠。 出席成立仪式的社会各界人士积
极响应，纷纷慷慨解囊。 目前，该教育
促进会已累计收到捐款408万元。

坪上镇素有“文化之乡”的美誉。
近年来， 该镇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

发展，但由于教育硬件设施滞后、教师
待遇偏低、 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和部分
家庭贫困的学生奖励和资助力度不
够，致使部分优秀教师和学生流失、生
源质量下降。 针对这种现状，镇党委、
镇政府决定成立“坪上镇教育促进
会”。该促进会的基金主体部分由坪上
籍成功人士捐资构成， 同时接受各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社会各届
有识之士的捐赠。

新邵坪上镇成立教育促进会
累计收到捐款408万元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记者今天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
此前在澧县战国墓群考古发掘中，
出土了一批陶器及10余件青铜兵器。

为配合湖南里昂10万吨烧碱项
目建设，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年初
对澧县梦溪乡八根松村工程区内的
古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据
发掘领队李意愿介绍， 此次发掘的

墓群共16座， 其规格均较大， 最大
的长8米、 宽6.7米、 深约10米。 墓中
出土了一批随葬的陶器和青铜器，
陶器主要为鼎、 壶、 罐等； 青铜器
主要为兵器， 包括剑、 矛、 戈、 箭
镞、 戟等， 其中一件还镶了金丝，
比较精美。 专家认为， 从随葬器物
及墓葬形制看， 八根松墓群是典型
的楚墓。

澧县出土战国青铜兵器

4月7日，永顺县在
毛坝乡推广机械播种
玉米技术。 近年来 ，该
县积极推行农业机械
化，引导农民实施机械
作业，科学种田种地。

刘文化 樊世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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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区特色经济作物既为
农家增收，又促进了乡村旅游

鹤城区扶持创业1900余
人，带动就业138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