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来了，大地醒了！
驱车行进在蜿蜒盘绕的乡间道路

上，路旁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田，朵朵
金黄，层层叠叠，满目惊艳。 深吸一口
气， 胸腔里便溢满了带着草木花香的
清新空气。 能在这样一个初春的季节
里，自驾来到乡间田头放松心情，亲近
自然，真是再惬意不过的享受。

曲径通幽 大山深处现山庄
开车行离娄底城区不过十公里，

一个现代化的村庄赫然眼前。 这便是
我们此次游访的目的地———大埠桥办
事处中阳村。 中阳村是湖南省级示范
新农村，也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田间
塘边一幢幢新起的红顶白墙的小别墅
和青山绿水相交融，显得分外和谐。

沐浴着春日暖阳， 行进在乡间洁
净的水泥路面上，放眼望去，村头山峰
延绵起伏，山间处处云雾缭绕。

一转眼，我们惊诧地发现，蜿蜒的
山腰间忽然隐隐现出一座古香古色的
小楼的飞檐。咦，难道现在的村舍里也
会建起了影视基地？

带着满腹疑问和新奇我们沿着盘
山公路一路直上， 不一会便来到了半
山腰。走得近了才发现，这哪里只是一
座小楼？ 分明就是一座藏在山野之中
穿越时空、 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小
山城！ 一问身边的中阳村村支书成诗
阳才知道， 这里正是我们此行要寻觅
的农家乐山庄———中阳白鹭山庄。

白鹭山庄总投资达 8000 多万元，
占地 1800 多亩。以“纯情山水，康健自
然”立庄，是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五星

级乡村旅游风景区。
漫步在山庄，远处绿树青山，近前

芳草古楼，翘檐的吊脚楼，红瓦的亭台
小榭，迂回的湘色回廊，分外古朴雅致。

一边是让人恍若时光倒流， 一下
回到了远古的雅韵巧建； 一边是现代
化设施齐备的深山休闲场地， 怎不让
人流连忘返，心生快意。

山庄里打靶场、篮球场、网球场等
一应俱全。 夏天的游泳池、水上漂流；
秋季的狩猎场、过山索桥；庄里还建设
有独立式别墅区、 高尔夫训练场及卡
拉 OK， 足够满足不同年龄段各层次
游客的假日放松休闲。

我们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参观了山
庄里 150 亩水域垂钓基地 、200 亩果
园采摘基地以及 200 亩无公害蔬菜基
地。 可以想象，当丰收的季节来临，池
塘鱼肥虾满、漫山果实压枝、遍地时蔬
吐翠，将会是多么喜人的一番景象。

另辟蹊径 娱游往来报家乡
我们在山庄内参观游览时，正巧碰

上刚从外地出差归来的白鹭山庄董事
长曹连良。对于我们的到访曹连良非常
高兴，他说白鹭山庄只是他另辟蹊径的
副业，他真正的主业是输变电建设。

1980 年，曹连良因家庭经济条件
艰难， 高中刚毕业就参加了当时西阳
公社下属的原娄底市电力安装公司
（湘中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前身）招工
考试， 成了一名亦工亦农的合同工。
1992 年，由于曹连良踏实肯干 ，公司
提拔他担任了湖南湘中输变电公司副
总经理。 1998 年，他带领湘中输变电

公司陆续占领了湖南南部衡阳、 郴州
大部分电力安装市场份额。随后，曹连
良又带领他的队伍进军江西、浙江、贵
州等省的输变电建设市场，屡建奇功。
2010 年 10 月， 曹连良被任命为湘中
输变电建设公司总经理。

曹连良不仅是娄底输变电建设行
业的佼佼者， 同时也是娄底新农村建
设的领军人物。 从 2004 年起，他把全
村在外的老板组织起来， 号召大家为
家乡的建设出力， 一次性募捐硬化了
5.5 公里村道。 后来，他又热心组织了
两次村级公路的加宽硬化， 而且个人
捐资 10 万元，使全村的硬化公路达到
了 9.3 公里， 成为娄底硬化村道最长
的村。同时，他又先后组织和参与了全
村的山塘改造和水渠硬化、 村办公楼
的建设、公路绿化、乡村客运站建设。
2010 年，他被村民推选为中阳村大桥
修建指挥长。在他的带领下，村上筹资
280 万元修建大桥， 其中他个人捐款
10 万元，并捐献了变压器、电线等价
值 6 万元的物资。

在公益慈善事业上， 曹连良每年
都要为大埠桥办事处各村的贫困户捐
赠 5 万元以上的善款。 中阳村所有村
民每年的医保， 也全部由他个人出资
缴纳。 2008 年，为更好地改变家乡面
貌，加快家乡发展，他创办了娄底市中
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开始筹建娄底
最大的休闲山庄———白鹭山庄。

曹连良觉得中阳村离娄底城区很
近，是个优势，瞄准了发展乡村旅游这
条路子， 计划把城里人都吸引到村里
来休闲消费。他采取租赁的方式，承包
了村里千多亩林地， 投资修建了通往
山林的公路，动工建设山庄。通过一年
半的建设，占地 1800 多亩、投资 8000

多万元的白鹭山庄终于建成开业。
白鹭山庄是目前娄底市规模最

大、设施最全的集生态休闲游、餐饮住
宿、农事体验、会务商洽、健身拓展于
一体的乡村旅游风景区。 2011 年 1 月
17 日， 全市乡村旅游节在山庄举办；
同年 6 月湖南省山地自行车运动赛又
在这里成功举行。 10 月，白鹭山庄被
评为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景区，
一个娄底近郊旅游亮点赫然呈现出
来， 也使中阳村的新农村建设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2011 年 3 月 28 日， 时任娄底市
市长、 现副省长张硕辅亲临白鹭山庄
调研考察， 对山庄的建设情况给予高
度评价， 并谆谆勉励曹连良积极投身
家乡建设，山庄上下倍受鼓舞，建设热
情空前高涨。

每每看到白鹭山庄车来人往的游
人，曹连良笑了：“在事业上，你只要勇
于付出，老天就会给你丰厚的回报。 ”
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2010 年 8 月 28 日， 由中国时代
新闻人物征评活动组委会举办的影响
中国·第 11 届中国时代新闻人物评
选，曹连良被评为“中国时代十大杰出
企业家”。

湖南常德兴广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宏泽佳园项目经理部
湖南澧县甘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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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湖南 安全先行

———首届湖南最美村镇、山（农）庄推介展示活动暨“3521旅游创建工程”巡礼

杨振华 叶佳琪 文雪花

春暖中阳白鹭鸣

安全快讯

近日， 冷水江市锡矿山宝大兴采
空区居民迎来了一件“喜事”：在省市
各级政府和国土资源部门的努力下，
首批 125 户的搬迁安置工作已全部
完成，第二批 180 户的安置房建设已
进入扫尾阶段。

“从山上搬迁下来后，再也不用担
心半夜时房屋塌陷，睡觉安稳多了。 ”
50 岁的曾凤最近几日面色红润，逢人
便说，“以前每到汛期， 我们这里都是
重点监测区。现在不一样了，这敞亮而
又整洁的楼房不仅安全， 住着也舒坦
……”

市县乡联动
全力防治地质灾害

娄底地处湘中腹地， 属典型的山
地丘陵地带，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加上
娄底是湖南煤炭能源主要产地， 域内
资源丰富，矿山林立，这些因素使娄底
成为全省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高发区之
一。

“切实加强地质环境保护、积极防
治地质灾害，着力保障改善民生，让群
众安居乐业， 国土资源部门义不容
辞。 ”娄底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
长曾志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近年来， 娄底逐步健全了市－县
市区———乡镇———村组———监测员的
五级监测体系，1200 余名基层监测员
对全市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日常
监测。

2012 年 6 月 8 日，维山乡国土所
所长罗炳南在茶园村进行地质灾害隐
患点的巡查过程中， 发现杨里山山脚
有多处新的混浊泉水涌出， 且动物有

反常现象。
罗炳南意识到可能是地质灾害临

灾预兆。 在与所里的陈中东对周围山
体进行仔细排查时， 他发现距茶园敬
老院与一栋民房屋后山坡上 15 米的
地方有一处后缘长为 40 米、 宽约 30
米的隐患体， 其上缘开裂有两道弧形
拉张裂缝，且裂缝在不断增多、加宽。
鉴此险情， 罗炳南迅速将情况上报新
化县国土资源局及维山乡政府。

新化县国土资源局接到险情报告
后， 要求国土资源所工作人员与村委
立即组织撤离处于隐患体威胁下的敬
老院 13位老人和寄读在内的 28 名师
生。

同日 9 时许，滑坡发生，滑坡体堆
积物约 6000方，造成一村民房屋被淤
埋和敬老院 2栋住房受损。由于转移及
时，措施得力，避免了群死群伤安全事
故的发生， 有效保障了村民的生命安
全。

以上并非个例， 据娄底市国土资
源局地质环境科科长陈佳云介绍，全
市近年发布预警消息过百次， 成功预
报双峰杏子群发性滑坡、 涟源荷塘滑
坡等 30 余起地质灾害， 避免人员伤
亡 500 余人， 避免直接经济损失近
5000 万元。

远离危险
切实做好应急处置及搬迁避让

为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及时有效
处置突发性地质灾害， 市县两级国土
资源部门均成立了汛期地质灾害应急
小分队。据了解，近年来该市各级应急
分队共开展应急处置 100 余次，转移

群众近 2 万人次， 减少直接经济损失
上亿元。

要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除做好应急处置外，更重要的是做
好受地灾威胁群众的搬迁避让工作。

被誉为“世界锑都”的冷水江市锡
矿山锑的储量、 开采量和冶炼技术均
居世界前列， 但由于近一个多世纪的
锑矿开采， 造成该地 2.5 平方公里范
围内分布着大面积地下采空区。

锡矿山地区地质环境的恶化，成
为各级政府、国土资源部门的“一块心
病”。 2008 年，在湖南省委省政府、娄
底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 冷水江成立
了锡矿山宝大兴塌陷区搬迁避让办。
2009 年，冷水江市委、市政府挤出资
金 800 万元，争取上级国土部门 500
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 率先启动搬迁
工作。 俩塘安置小区 115 亩征地补偿
与“三通一平”工作全部完成。

涟源市伏口镇万寿村王伟青的遭
遇更让人叹息。 60 岁的王伟青在村里
盖了房屋，然而，几年之后便发现房屋
开裂直至无法住人。 他原以为是房屋
质量出了问题，举家外出打工。几年后
用打工挣来的钱在原址又盖了一栋新
的房屋，没想到住进去没多久，房屋又
开裂了。

后来他才知道房屋开裂是由于
山体滑坡所造成的。 2010 年涟源市
国土资源局先后投入省级和市级资
金总计 100 余万元， 由湖南省工程
勘察院、 湖南省地勘局 418 队等专
业单位进行治理监控。 目前涟源市
伏口镇万寿山大型滑坡治理已下达
第二期项目任务书， 投入资金 366
万元， 完成了安置小区的选址。 如

今， 王伟青终于可以住上安全的新
房了。

及时治理
全力消除地灾隐患

正如曾志祥所言，“对于地质灾
害，必须采取防治结合的原则，防固然
是重点，治理才是根本。 ”

2010 年 7 月 25 日， 这个注定要
永远铭刻在双峰县虎塘村村民心里的
日子。

突如其来的地陷吞噬了虎塘村的
池塘、水井和稻田。房屋裂开大缝甚至
坍塌，公路巨大的水泥板翘了起来，四
下里突然张开了黑黢黢的大洞。

灾害发生三个月后， 杏子铺镇虎
塘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全面启动。 今天
的虎塘村， 新农村建设在这片热土上
如火如荼地展开，近 800 亩土地经平
整或种上了水稻， 或种上了咖啡豆等
经济作物；新修田间机耕道 4.8 公里，
新修并砼化排灌渠 12 公里，新建水井
2 口、安装大水塔 1 个，自来水接到了
每家每户，完成了公路、电力、通讯设
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修复。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虎塘村村支
书陈建新自己也感慨： 虎塘村从一片
废墟里重新站起来了！

近年来， 该市共筹集地质灾害防
治和地质环境保护资金 9200 多万
元， 对近 60 处地质灾害采取砌筑挡
土墙、填埋裂缝、清理防渗、恢复植被、
退耕还林等治理工程， 消除了一批地
质灾害隐患， 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肖敏

安全生产三湘行

全力助推“幸福娄底”建设
———娄底市国土资源局加强地质灾害防治保民生安全纪实

在 2013 年春耕备耕活动中，
由新化县农机局大力扶持的农机合
作社和农机大户大显身手， 机械化
育秧技术得以推广普及， 新农具受
到广泛推广并安全应用。

搭建平台 创新服务
为更好地推进农业机械化，新

化县农机局从提高农机化服务着
手， 充分利用农机购置补贴项目和
机械化育插秧项目， 大力扶持农机
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机大户， 发挥其
示范推广作用。“新化县湘潮农机服
务合作社”以及“新化县益农水稻种
植合作社” 成为农业机械化的龙头
企业。同时培育了以杨朝晖、曾世平
为代表的 50 个农机大户。 为机械
化育秧技术的推广普及和新农具的
推广应用搭建了很好的安全服务平
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技术推广上， 该局利用现场
演示会， 以集中办班送教下乡等农
户喜闻乐见的形式， 目前已主办了
农机培训班 8 期， 现场演示 10 余
次， 共培训各类农机安全操作人员
2000 人，其中农机管理人员 80 人，
拖拉机驾驶人员 42 人，农机操作人
员 1878 人，全面提高农机人的业务

能力和安全生产水平。

安全监管 保驾护航
技术的推广需要安全监管护

航，该局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
安全生产工作理念，按照“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积极狠抓农机安全生产。 2012 年
年检拖拉机 636 台， 拖拉机新注
册登记 266 台， 联合收割机注册
上户 37 台，新购拖拉机和联合收
割机上户率为 100%，新申领驾证
80 个， 出动监理车 269 台次，出
动监理人员 940 人次， 查究各类
违章行为 210 起， 受理并解决了
10 起收割机作业纠纷和 20 起耕
整机质量纠纷投诉。 出台了《新化
县农业机械经营维修网点管理制
度》，提升了农机维修网点的服务
质量和能力。

服务与扶持， 推进了新化农机
事业跨越安全发展， 特别是机械化
插秧推广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全
年完成机插面积 9 万余亩， 推广插
秧机 110 台，育秧自动播种流水线
35 台套，在 26 个乡镇 36 个行政村
开展了试点示范。

（袁新德 毛骥萍）

搭建服务平台 创新安全监管
———新化县农机局全面推进农机化进程

四月，湘西北地区正值春耕农忙
季节，石门县乡村农用车辆、拖拉机、
农耕机械纷纷上路投入农耕生产，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压力也随之加大。为
此，常德石门县交警大队采取有效措
施，为全县农村春耕生产提供便民利
民服务，强化交通安全治理，力保农
民春耕生产安全，受到广大农民朋友
的欢迎和好评。

根据群众通常在乡镇赶集日和
墟场日购买生产农具和生活物资、
人员比较集中的特点， 石门交警大
队 8 个基层中队充分抓住这一有利
时机， 将交通安全宣传挂图制成展

板，在各乡镇的赶集日和墟场日，走
乡串村，巡回展出，同时滚动播出交
通安全宣传片， 强化了广大群众的
交通安全意识。

为解决农忙季节农民朋友难
以抽出时间办理车辆和驾驶人检
审、入户手续等实际困难。 大队实
行“靠前服务，现场办公”，将办证
业务下放到基层中队， 各农村中
队积极与乡镇、村组联系，把办公
场所搬到田间村头， 进村入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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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上集镇 办证到田头
———石门交警力保农民春耕生产安全

日前， 涟源市伏口镇召开安
委全会，全面部署 2013 年安全生
产工作， 提出了年度安全监管工
作目标和重点。 镇属各安委会成
员单位郑重承诺， 将严格落实镇
安委全会精神， 扎实做好各项工
作，并递交了安全生产责任书。

该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廖学军
作了主题报告。 要求各部门、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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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精力做好安全监管； 重点突出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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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建筑施工、电力等行业的安全监
管；认真落实好属地管理责任、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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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安全生产工作再上新台阶。

(张艺辉 何汉斌 熊天懿)

涟源市伏口镇
———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

今年来，石门县地税局推行“链
条式”安全管理，让各类涉税事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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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率” 达 99.92%。 （文书瑜）

石门：办税高峰期有了“特快专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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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校长石瑞君特邀乡卫生院医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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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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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宿舍、食堂等场所的空气流通，指
定人员每天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

新鲜；定期打扫卫生，保持环境清洁。
校医与班主任密切配合，做好了学生
晨检、 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工
作，做到了传染病疫情早发现、早报
告、早处置。 同时加强了与乡卫生院
的沟通，了解了当地流感等呼吸道传
染病发病情况，及时采取了针对性措
施，有效预防和控制了呼吸道传染病
疫情在学校的发生和蔓延。

(彭安平)

澧县中武乡中学
预防流感落实晨检制度

春天来了，大地醒了！
驱车行进在蜿蜒盘绕的乡间道路

上，路旁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田，朵朵
金黄，层层叠叠，满目惊艳。 深吸一口
气， 胸腔里便溢满了带着草木花香的
清新空气。 能在这样一个初春的季节
里，自驾来到乡间田头放松心情，亲近
自然，真是再惬意不过的享受。

曲径通幽 大山深处现山庄
开车行离娄底城区不过十公里，

一个现代化的村庄赫然眼前。 这便是
我们此次游访的目的地———大埠桥办
事处中阳村。 中阳村是湖南省级示范
新农村，也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田间
塘边一幢幢新起的红顶白墙的小别墅
和青山绿水相交融，显得分外和谐。

沐浴着春日暖阳， 行进在乡间洁
净的水泥路面上，放眼望去，村头山峰
延绵起伏，山间处处云雾缭绕。

一转眼，我们惊诧地发现，蜿蜒的
山腰间忽然隐隐现出一座古香古色的
小楼的飞檐。咦，难道现在的村舍里也
会建起了影视基地？

带着满腹疑问和新奇我们沿着盘
山公路一路直上， 不一会便来到了半
山腰。走得近了才发现，这哪里只是一
座小楼？ 分明就是一座藏在山野之中
穿越时空、 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小
山城！ 一问身边的中阳村村支书成诗
阳才知道， 这里正是我们此行要寻觅
的农家乐山庄———中阳白鹭山庄。

白鹭山庄总投资达 8000 多万元，
占地 1800 多亩。以“纯情山水，康健自
然”立庄，是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五星

级乡村旅游风景区。
漫步在山庄，远处绿树青山，近前

芳草古楼，翘檐的吊脚楼，红瓦的亭台
小榭，迂回的湘色回廊，分外古朴雅致。

一边是让人恍若时光倒流， 一下
回到了远古的雅韵巧建； 一边是现代
化设施齐备的深山休闲场地， 怎不让
人流连忘返，心生快意。

山庄里打靶场、篮球场、网球场等
一应俱全。 夏天的游泳池、水上漂流；
秋季的狩猎场、过山索桥；庄里还建设
有独立式别墅区、 高尔夫训练场及卡
拉 OK， 足够满足不同年龄段各层次
游客的假日放松休闲。

我们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参观了山
庄里 150 亩水域垂钓基地 、200 亩果
园采摘基地以及 200 亩无公害蔬菜基
地。 可以想象，当丰收的季节来临，池
塘鱼肥虾满、漫山果实压枝、遍地时蔬
吐翠，将会是多么喜人的一番景象。

另辟蹊径 娱游往来报家乡
我们在山庄内参观游览时，正巧碰

上刚从外地出差归来的白鹭山庄董事
长曹连良。对于我们的到访曹连良非常
高兴，他说白鹭山庄只是他另辟蹊径的
副业，他真正的主业是输变电建设。

1980 年，曹连良因家庭经济条件
艰难， 高中刚毕业就参加了当时西阳
公社下属的原娄底市电力安装公司
（湘中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前身）招工
考试， 成了一名亦工亦农的合同工。
1992 年，由于曹连良踏实肯干 ，公司
提拔他担任了湖南湘中输变电公司副
总经理。 1998 年，他带领湘中输变电

公司陆续占领了湖南南部衡阳、 郴州
大部分电力安装市场份额。随后，曹连
良又带领他的队伍进军江西、浙江、贵
州等省的输变电建设市场，屡建奇功。
2010 年 10 月， 曹连良被任命为湘中
输变电建设公司总经理。

曹连良不仅是娄底输变电建设行
业的佼佼者， 同时也是娄底新农村建
设的领军人物。 从 2004 年起，他把全
村在外的老板组织起来， 号召大家为
家乡的建设出力， 一次性募捐硬化了
5.5 公里村道。 后来，他又热心组织了
两次村级公路的加宽硬化， 而且个人
捐资 10 万元，使全村的硬化公路达到
了 9.3 公里， 成为娄底硬化村道最长
的村。同时，他又先后组织和参与了全
村的山塘改造和水渠硬化、 村办公楼
的建设、公路绿化、乡村客运站建设。
2010 年，他被村民推选为中阳村大桥
修建指挥长。在他的带领下，村上筹资
280 万元修建大桥， 其中他个人捐款
10 万元，并捐献了变压器、电线等价
值 6 万元的物资。

在公益慈善事业上， 曹连良每年
都要为大埠桥办事处各村的贫困户捐
赠 5 万元以上的善款。 中阳村所有村
民每年的医保， 也全部由他个人出资
缴纳。 2008 年，为更好地改变家乡面
貌，加快家乡发展，他创办了娄底市中
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开始筹建娄底
最大的休闲山庄———白鹭山庄。

曹连良觉得中阳村离娄底城区很
近，是个优势，瞄准了发展乡村旅游这
条路子， 计划把城里人都吸引到村里
来休闲消费。他采取租赁的方式，承包
了村里千多亩林地， 投资修建了通往
山林的公路，动工建设山庄。通过一年
半的建设，占地 1800 多亩、投资 8000

多万元的白鹭山庄终于建成开业。
白鹭山庄是目前娄底市规模最

大、设施最全的集生态休闲游、餐饮住
宿、农事体验、会务商洽、健身拓展于
一体的乡村旅游风景区。 2011 年 1 月
17 日， 全市乡村旅游节在山庄举办；
同年 6 月湖南省山地自行车运动赛又
在这里成功举行。 10 月，白鹭山庄被
评为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景区，
一个娄底近郊旅游亮点赫然呈现出
来， 也使中阳村的新农村建设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2011 年 3 月 28 日， 时任娄底市
市长、 现副省长张硕辅亲临白鹭山庄
调研考察， 对山庄的建设情况给予高
度评价， 并谆谆勉励曹连良积极投身
家乡建设，山庄上下倍受鼓舞，建设热
情空前高涨。

每每看到白鹭山庄车来人往的游
人，曹连良笑了：“在事业上，你只要勇
于付出，老天就会给你丰厚的回报。 ”
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2010 年 8 月 28 日， 由中国时代
新闻人物征评活动组委会举办的影响
中国·第 11 届中国时代新闻人物评
选，曹连良被评为“中国时代十大杰出
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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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的白鹭山庄终于建成开业。
白鹭山庄是目前娄底市规模最

大、设施最全的集生态休闲游、餐饮住
宿、农事体验、会务商洽、健身拓展于
一体的乡村旅游风景区。 2011 年 1 月
17 日， 全市乡村旅游节在山庄举办；
同年 6 月湖南省山地自行车运动赛又
在这里成功举行。 10 月，白鹭山庄被
评为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景区，
一个娄底近郊旅游亮点赫然呈现出
来， 也使中阳村的新农村建设达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

2011 年 3 月 28 日， 时任娄底市
市长、 现副省长张硕辅亲临白鹭山庄
调研考察， 对山庄的建设情况给予高
度评价， 并谆谆勉励曹连良积极投身
家乡建设，山庄上下倍受鼓舞，建设热
情空前高涨。

每每看到白鹭山庄车来人往的游
人，曹连良笑了：“在事业上，你只要勇
于付出，老天就会给你丰厚的回报。 ”
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

2010 年 8 月 28 日， 由中国时代
新闻人物征评活动组委会举办的影响
中国·第 11 届中国时代新闻人物评
选，曹连良被评为“中国时代十大杰出
企业家”。

白鹭山庄茶楼

白鹭山庄拓展基地

(本文图片由白鹭山庄提供)

中阳白鹭山庄董事长曹连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