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界 小雨转中雨 15℃～22℃

吉首市 阴转大雨 17℃～26℃
岳阳市 中雨 14℃～24℃
常德市 阵雨转中雨 15℃～22℃
益阳市 中雨 16℃～25℃

怀化市 阴转大雨 17℃～26℃
娄底市 阵雨转大雨 15℃～28℃
邵阳市 多云转阵雨 16℃～28℃
湘潭市 阵雨转中雨 16℃～27℃

株洲市 阵雨转中雨 16℃～29℃
永州市 多云 18℃～31℃
衡阳市 多云转阵雨 17℃～31℃
郴州市 多云 24℃～31℃

今天，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
明天，中到大雨转小雨
南风 3级 19℃～25℃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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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罗中华）4月13日， 桃江县沾
溪镇贺家坪水稻种植农机专业合作
社抓住晴好天气， 机插早稻秧苗。合
作社理事长陈平说，去年合作社种植
双季稻2100亩，收入100多万元，会员
除获得每亩300元土地流转承包金
外，每亩还分红40元。今年，其双季稻
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400亩。

据了解，在桃江县，种粮大户已

成为扩种双季稻的主力军。今年，全
县承包30亩以上稻田的种粮大户达
到2100多户， 他们种植的双季稻占
全县双季稻种植面积40%。今年全县
双季稻种植面积在去年增长2000亩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000多亩。为确
保粮食安全，桃江县将“扩双压单”
（扩大双季稻、 压缩单季稻种植面
积）作为推进粮食生产“三项行动”
之一， 除落实国家粮食生产各项惠

农强农政策外， 还从粮食大县奖励
资金中提取专项经费，用于对“扩双
压单”先进乡镇、村和种粮大户等进
行奖励。 该县以引导土地使用权有
序流转为切入点， 促使耕地向种粮
大户集中， 促进粮食生产
向规模化发展。

政策好、实惠多，种粮
大户从种植双季稻中获得
了较好收益。 桃江县金洲

水稻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文振华算了
一笔账，去年他们种植双季稻，国家
补贴和政府奖励每亩有240元，加上
卖粮收入， 每亩比种植一季稻要多
出200元以上收入。

湖南日报 4月 17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王玖华 贺启邦）春
天的双峰田野，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
吸引了成群结队的赏花人。 花香过
后，则是农民沉甸甸的收获,据双峰
县农业局负责人介绍,今年全县共种
植油菜22万亩，估计每亩产籽150公
斤以上，每户增收将达500多元。

双峰县是农业大县， 阳光充足，

土地肥沃，适宜油菜生长。近年来，该
县以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为主线，高
规格布局，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实施，
打造油菜产业。 县里出台了优惠政
策，制订奖惩措施，建立激励机制，鼓
励农民大种油菜。按照“政府引导、村
组协调、农户自愿、效益优先”的原
则，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统筹规划，
创建了锁石、花门、走马街3个高标准

油菜高产示范基地，在花门镇创建三
熟制油菜高产栽培技术示范村,在荷
叶镇创建油菜旅游文化示范片，全县
形成了22万亩的油菜生产规模。

同时，该县组建农艺师、农技员
为主体的17个服务分队，深入田间地
头，为种植农户“随堂坐诊”开“处方”。
并为广大农户实行统一免费供种、统
一育苗移栽、统一培育管理、统一病

虫防治、统一订单销售，一大批油菜
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花
门镇花门村村干部邹求初与3人合
伙，自筹资金250万元，成立双峰县盛
丰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流转土地
560亩，共种植油菜316亩。经过精细
管理和辛勤劳作， 目前油菜丰收在
望， 每亩将为他带来1500元的收入，
除掉开支成本，可净赚40多万元。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金中平 邹康一 ）4月14
日， 溆浦县桐木溪乡刘家渡村村民向
碧林拿着一个“多穗柯茶”包装袋，跑
了60公里，来到“多穗柯茶”出产地沿
溪乡寻找茶树苗，准备带回家试种，在
村里建立茶叶基地。

“多穗柯茶”别名甜茶，是一种珍
贵的野生植物， 生长于湖南中西部雪
峰山山脉低山密林中。“多穗柯茶”属
药食同源植物，兼具茶、糖、药三种功
能。2012年，溆浦县君健中药材专业合
作社发现沿溪乡野生甜茶资源丰富，
投资近1000万元，建立了一条年产“多
穗柯茶”30吨的生产线。

为做大做强甜茶产业， 合作社抓
住溆浦县在沿溪乡大力开展精准扶贫

的机遇，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模式， 引导农户种植甜茶卖给合作社
赚取利益。 合作社会员还可以成为股
东，参加年终分红。合作社业务负责人
钟家山介绍， 目前他们已建立甜茶种
植基地400亩， 今年计划再扩建1000
亩，入社贫困农户达40户。

“以前大家都不知道甜茶树的价
值，用来当柴火烧，现在成了‘摇钱
树’。”沿溪乡油浪溪村村民贺喜长介
绍，2012年以前， 村里的甜茶树还无
人问津，自从君健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生产“多穗柯茶”后，村里的甜茶树苗
和甜茶树叶开始供不应求。 钟家山
说：“去年，合作社支付沿溪乡及周边
乡镇甜茶新叶收购款就多达100万
元。”

岳阳放流
5万公斤“春片”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徐
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胡灿）4月15
日午，岳阳市渔都码头彩旗招展，人
声鼎沸。岳阳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副
市长熊炜等和渔政干部、 市民、
WWF官员、 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
及学生260余人， 参与2015年度岳
阳市水生生物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将20辆皮卡车“四大家鱼”放流至

“新家”东洞庭湖。
自2002年起，岳阳市已连续14

年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本次活
动由岳阳市政府主办， 市畜牧水产
局和岳阳楼区、岳阳县、君山区、云
溪区畜牧水产部门联合承办， 共放
流“四大家鱼”春片5万公斤，约40
万尾。据了解，岳阳今年将在洞庭湖
陆续放流鱼苗约7000余万尾。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万里）4月17
日， 记者在永州市零陵区文物专
家唐青雕引领下， 来到该区富家
桥镇仙神沟王家古村， 就近日发
现并得到文物部门认定的明代古
庄院进行了查看和釆访。

仙神沟王家古村这处古庄院，
四周群山环绕，景致宜人。庄院占
地约10亩，现存古迹主要有东、南、
西、 北断断续续的古院石砌围墙、
一帷三座保存完好、 面积约600平
方米的古建筑，还有面积近2000平
方米的石砌屋基以及拴马石柱、石
础等。 从留存建筑和屋基遗址看，
整个古庄院建筑精美、结构紧凑。

据村里82岁的老人王瑞芬介
绍， 这处古庄院的建筑原有6纵2
横，周围全用青石砌成高达两三米
的围墙， 每到晚上将大门关上。当
年破“四旧”时，很多古建筑被毁。

现存完好的一帷三座古建筑，
系明代典型江南风格建筑， 高约6
米，雕梁画栋。屋檐雕有风格各异的
吉祥物和花卉图案，正面大门两边
全用一块整体青条石砌成，侧门门
框用高2米、厚约6厘米的青石凿成。

古石围墙也建得十分讲究。古
石围墙遗址总长在450米以上。现
存古石围墙长约155米， 最高点3
米，最矮点也有2.5米以上，厚约50
厘米。 围墙由两部分组成，2.5米高

以下全用长70厘米、 宽40厘米、厚
30厘米左右的长方青石拌三和泥
砌成；围墙2.5米上面先用长方薄青
石盖面， 上面用青石块拌三合泥砌
成上窄下宽梯形状，便于围墙沥水。

经现场查阅王氏谱书和史料
记载， 王家古村始建于明代崇祯年
间，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古村内
居民全部为王姓，共100多人。王姓
祖先明代从祁阳县迁入， 先祖王仕
俊明万历时曾任耒阳教谕；明末、清
初以后多人担任武官。 据唐青雕鉴
定，从古庄院规模及建筑布局看，应
是比较典型的明代私家庄院。

上图为： 王家古村的明代古
建筑。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尹超
通讯员 苏明喜

日前， 家住慈利县宜冲桥乡沙刀
村的古稀老人邱令余，卖掉棺材，及时
还清为医治患绝症儿子所欠下的贷
款。对邱令余的举动，乡亲们打心底敬
佩，称他“宁舍一口棺、不失半分信”。

“不把债务带进坟墓，不给国家添
半点麻烦和负担。”4月16日黄昏，邱令
余扛着锄头，从庄稼地里回到家，谈及
还债，老人家一点不含糊。

儿子邱彪病逝前，父子俩靠着勤劳
的双手，一边劳作，一边在离家不远的
省道旁开起了洗车店。几年下来，邱家
的日子渐渐好起来， 建起了两层小洋
楼，儿子娶妻又添丁，全家人其乐融融。

可天有不测风云， 儿子不幸身患
重病。为治愈儿子的病，邱家奔市里、

赴省城，求医问药，倾其所有。花光了
积蓄，又变卖家产，跑东家、借西家。最
后， 邱令余无奈之下， 向信用社贷了
8000元钱。

虽然竭尽了全力， 还是没能挽救
儿子年轻的生命。邱家一贫如洗，债台
高筑，儿媳妇也跑回了娘家。

人穷志不穷。 邱令余夫妇拉扯着
年幼的孙儿，省吃俭用，拼命攒钱，一
笔一笔把借的钱还上。

眼看信用社贷款就要到期， 邱令
余心急如焚， 可一时半会又凑不齐这
笔钱。怎么办？他左思右想，毅然作出
了“卖棺还贷”的决定。要知道，这是老
人最后的家当了。

当地党员干部和爱心人士闻讯，
感动之余，纷纷解囊相助。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王威群 孙燕军

4月16日中午， 双峰县荷叶镇
龙吟村的稻田里， 村民曾良驾驶高
速插秧机在插秧， 其父曾广华站在
儿子身后当帮手。 这对父子把田从
200亩扩种到现在的2000亩， 仅用
了3年时间。

今年29岁的曾良身材瘦高，皮
肤黝黑， 嗓音洪亮。“我对种田有感
情，国家这么支持我也有信心。”曾良
说，2013年前，他一直在广东开电脑
店，赚钱买了小车，事业小有成就。因
为门面到期，他开始思考出路。

曾良的父亲曾广华当了20多年
木匠， 再开砖厂， 并没把种田当主
业。但看见一些人不种田了，曾广华
觉得田荒了可惜。2010年，曾广文承
包了30亩田，2012年种到了150亩。

“爸，我要回家种田。”2013年
初，曾良提出这个想法。曾广华没反
对， 他盘算着老婆在给大儿子带小

孩，自己不如就“辅佐”曾良在田里
闯一番事业。

刚回到家，也有人在背后议论，
似乎回家种田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曾良无暇理会这些议论， 他忙着采
购农机，学习操作。他购回了小型机
耕犁、收割机，镇农技站又为他家提
供了机防设备。这一年，他和父亲种
了200亩田， 初次尝到了规模化种
植的喜悦， 还作为种粮大户受到双
峰县政府表彰。

2014年， 父子俩向着种田1000
亩发起冲击。他们更新了一批农机设
备，效率提高了两倍，曾良又联合附
近几个村的农民， 成立了种粮合作
社，水稻种植当年达到了1000亩。

既然拿下了1000亩，2000亩也
不是个梦。在扩大规模前，父子俩需
要好好总结经验。“机耕、 机播、机
收、机防、机烘到运输，需要全程机
械化，并且要大型机械。”曾良的想
法得到父亲赞同。“测土配方施肥节
约成本又增效， 移栽到大田前治一

回虫可减少今后治虫的次数……”
父子俩的许多想法保持一致。不过，
对于大棚育秧时苗床上用的淤泥干
一些好、还是稀一些好，两人产生了
分歧。最后，曾良否定了父亲用干一
些的淤泥的想法。

通过实践， 曾广华认为儿子可
以“出师”了。父子俩建起了高标准
的育秧大棚，采购了催芽机、新旋耕
机、高速插秧机等。春插搞完，合作
社还要增加一台稻谷烘干机。

流转了土地的村民， 想要稻谷
或租金的， 曾良都满足其要求。今
年， 已有10个村的人加入合作社，
曾良种的田很快到了2000亩。

在曾良带动下，村里出了3个种
植双季稻超50亩的种粮大户。不
过，村支书王雪华也有隐忧：曾良去
年毛利润才40万元，今年机械设备
方面的投入就达到了70万元。村里
种田还是靠天收，万一遇上水灾、旱
灾影响收成， 会不会打消这对父子
种田的积极性呢？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杨坚 )�“崀山不是传
说，确实太美了，做她的旅游宣传形象
大使是我的荣耀， 我一定尽责。” 4月
14日上午， 在新宁县崀山世界自然遗
产地骆驼峰景区，江苏电视台《跟着大
脚走》 旅游俱乐部会员刘女士一脸兴
奋地对记者说。当天，有600名游客被
聘为崀山旅游宣传形象大使。

近年来，新宁县以崀山旅游为辐
射点， 推出长株潭市场“散客天天
发”、“桂林-崀山-凤凰-张家界”等精

品线路，把“浪漫崀山”做成知名旅游
品牌。在紧抓崀山创5A景区、舜皇山
创4A景区并打通绕景区交通线的同
时，积极开展旅游营销活动。今年初，
崀山风景区与江苏电视台《跟着大脚
走》栏目共同策划了首趟“浪漫崀山
号”专列活动，面向华东地区公开招
募崀山旅游宣传形象大使， 吸引近
1000名游客报名，经慎重挑选，确定
600名游客为旅游宣传形象大使。崀
山风景区承诺， 这600名游客可终身
免费游崀山景区。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刘从武）“蕨根粑直径2.8米，厚
3厘米，重300多公斤，采用古老的莽山
蕨类植物根为原料，经采挖、捶击、过
滤 、搅拌 、蒸煮等传统工艺制作而
成……”今天上午，宜章莽山第八届高
山杜鹃花节开幕。开幕式上，由10名当
地瑶胞参与制作的蕨根粑成为一大亮
点。 经世界纪录协会认证官员现场认
证，被载入世界记录。随后，现场1000
余人品尝了这一美食。

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拥有地球同纬
度带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好的原生型

常绿阔叶林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享
有“地球同纬度带上的绿色明珠”和
“动植物基因库”美称。莽山有43种杜
鹃花，其中湖南杜鹃、涧上杜鹃、湖广
杜鹃为莽山特有杜鹃花物种。 从2008
年开始， 该县在莽山每年举办一次杜
鹃花节，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吸引各地
游客纷至沓来。

据介绍， 这届节会将举办瑶家美
食节、“三八” 丽人行莽山旅游月、“花
海寻踪， 低碳莽山” 自驾游、“赏花泡
泉，舞韵莽山”主题游、“采茶祈福”主
题游等主题活动。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彭业
忠 通讯员 麻正规）4月16日凌晨1时
左右， 凤凰县城土桥垅夜宵一条街发
生一起持枪伤害案， 现场造成一名无
辜群众受伤。当时，凤凰县公安局巡警
巡逻至附近，立即赶过去，当场抓获犯
罪嫌疑人3名。由于现场警力有限，另2
名嫌疑人乘乱逃脱。

案发后，凤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要求迅速破案，并做好受伤人员救治
工作。县公安局迅速抽调警力，成立了
“4·16”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查工作，
追缉逃脱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田
某、代某迫于公安机关压力，于4月16日
晚9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至此，
“4·16”持枪伤害案涉案的5名犯罪嫌疑
人全部抓捕到案，并被警方依法予以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岳阳“4·10”特大
抢劫杀人案告破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万山岩）今天，岳阳市
公安局岳阳楼分局宣布，“4·10”特
大抢劫杀人案告破，嫌疑人冯某、冯
某某被抓获。

4月10日7时12分，岳阳楼公安
分局接到报案称， 在运通街君山招
待所212房间有3名女子被害，分别
为女老板余某某（53岁）、服务员赵
某某（25岁，云南昭通人）、付某（25
岁，岳阳楼区人）。副市长、市公安局
局长唐文发，岳阳楼区副区长、公安
分局局长徐利等率刑侦和派出所民
警立即赶到现场， 开展勘查和调查
走访工作。 省公安厅副厅长李介德
率刑侦总队总队长赵剑、 副总队长
敖平洋及侦技专家到场指导破案。
岳阳市公安局和岳阳楼公安分局抽
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 开展地毯
式调查走访，并以现场为重点，反复
细致进行勘查与研判。

专案组艰苦奋战6昼夜，锁定了
两名嫌疑人。16日21时40分， 嫌疑
人冯某在站前路天下客网吧上网。
不到10分钟， 专案组民警赶到，将
冯某抓获；23时许，另一组民警赶往
临湘市长塘镇长塘村， 将另一嫌疑
人冯某某抓获。

经审查， 两名嫌疑人系兄弟关
系，哥哥20岁、弟弟19岁。两人好逸
恶劳，为了获取钱财，密谋把老板和
服务员作为抢劫对象。“4·10”案
中，共抢现金1030元、手机4台。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大户，成种粮主力
桃江县承包30亩以上稻田的种粮大户达2100多户，种植双季稻占全县四成

油菜，为增收加油
双峰今年共种油菜22万亩，每户将增收500多元

永州发现明代庄院

种粮“父子兵”

宁舍一口棺 不失半分信

昔日烧柴棍 今朝致富宝
溆浦“多穗柯茶”闯出新市场

千人共品世界最大蕨根粑
宜章莽山第八届高山杜鹃花节开幕

六百形象大使终身免费游 山山

良

凤凰“4·16”持枪伤害案5嫌犯归案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身边的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