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亲福 段云行

每逢天晴， 他就上山。 每次进山， 他
都骑着摩托车。 每到一个农家， 他会老调
重弹， 讲防火知识。

他， 就是32年守护家乡那片山林的余
助坤。

余助坤， 今年56岁。 他于1984年进入
新化县奉家镇毛坪村村民委员会， 先后任
秘书、 村委会委员、 村党支部副书记， 从
1999年任村主任至今， 又有16年。 他的坚
守，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打造绿色山村，
让树木成为父老乡亲的摇钱树。”

毛坪村有88户人家318口人，村里拥有集

体山地过13000亩。余助坤对植树护树有特殊
的感情，大伙把他推到了村主任的岗位上，镇
里也委托他管理位于村内的乱山坪林场。

2009年冬， 一场大雪， 压倒乱山坪林
场不少成材杉树。 春节前后， 有人乘镇领
导交接之机， 乱砍滥伐。 余助坤毫不犹豫
请来记者拍照， 送给有关领导察看。 新的
镇党委书记、 镇长立即赶赴现场处理， 成
功地制止了乱砍滥伐。

防火， 是护林员的最主要的任务。 为
了防火， 余助坤常陪专职护林员奉木林一
起护林。 2013年2月9日农历除夕， 下午约4
时， 在林场的板房里， 78岁的护林员奉木
林和余助坤相对而坐， 开始享用特殊的除
夕大餐。 吃完饭， 两人就上了瞭望台。

为了开发生态旅游， 余助坤琢磨修通

出山公路。 出山公路长达13.5公里。 村里的
农民都很穷， 不能向他们集资。 余助坤一
咬牙， 自己贷款修路。 公路于2001年12月1
日动工， 户户抢任务， 个个出力气， 全用
锄头挖， 苦战9年通车。 2013年， 公路又得
到硬化。

罩子溪自然村距村里的主线公路5公
里。 那里原有一个村民小组， 32口人， 如
今仅有85岁的奉友信和72岁的黄怡球、 62
岁的覃华容夫妇在家里生活。 专给3位老人
修出山公路， 老百姓有不同的看法。 余助
坤说服了大家。 他说， 无论是着眼老人安
全、 森林防火,还是开发生态旅游， 都必须
修好这条公路。 如今， 车子能够开到3位老
人的家门口。 至此， 全村共修公路30.8公
里， 实现户户通公路。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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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阴 8℃～13℃
吉首市 阴转小雨 8℃～12℃
岳阳市 多云 7℃～11℃
常德市 多云 8℃～14℃
益阳市 多云 8℃～14℃
怀化市 阴 8℃～11℃
娄底市 晴转多云 9℃～14℃
邵阳市 多云 8℃～14℃
湘潭市 多云 7℃～13℃
株洲市 多云 8℃～13℃
永州市 多云 10℃～17℃
衡阳市 多云 9℃～15℃
郴州市 多云 9℃～15℃

今天，多云，明天，阴天转小雨
南风 2级 7℃～12℃

市州新闻05
长沙市

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2015年的最后一天，腊尔山上夯卡村，和胡

丕宇围坐火塘谈扶贫攻坚，越谈话越多。
胡丕宇是自治州接待办副主任，2015年

任州直驻凤凰县扶贫工作队长。 夯卡村是一
个偏僻的苗寨，2014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不足2100元。

“精准扶贫，关键在精准发力。 ”胡丕宇深
有体会,“编制精准扶贫规划至关重要”。 他
说，工作队驻村后,认真开展扶贫调研，制订
了工作方案，明确了扶贫各项工作的路线图、
任务书、时间表和责任人。 对全村94户356名

贫困人口实行挂图作战， 制订出计划减贫帮
扶情况一览表和《2015年度夯卡村减贫实施
图》，列出“一户一策”帮扶措施，明确帮扶干
部和脱贫时限。《夯卡村扶贫项目实施进展公
示表》 对扶贫工作实行项目化管理， 倒排工
期。还发放了扶贫连心卡，方便贫困户与工作
队、帮扶干部联系，及时解难。

“精准发力，关键在因地制宜创新扶贫帮
扶体制。”胡丕宇说。驻村后，工作队帮助苗寨
注册了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和猕猴桃种植专

业合作社， 采用“公司+基地+合作社+贫困
户”模式，通过种子、肥料、膜等物资直接帮扶
贫困户。 2015年种植辣椒600多亩，带动贫困
户64户，每亩为贫困户增收1000多元；发展

“玉针香”优质稻种植试点200亩，每亩为贫困
户增收500多元； 猕猴桃产业采取股份制模
式，全村贫困人口都将享受股份分红……

“现在夯卡村焕然一新，村民信心十足。
2015年，已有120多人实现脱贫。 ”对苗寨的
脱贫前景，胡丕宇充满信心。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钱明贵

2015年12月30日， 沅陵县大合坪乡茶
溪村村民李大才起了一个大早， 匆匆来到
小溪边， 观看新竣工的“同心” 风雨桥。
他情不自禁地感叹： “省建工集团扶贫工
作队又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实事。”

茶溪村经济落后、 基础薄弱。 2015年
4月， 省建工集团扶贫工作队驻村扶贫。 为
做到精准扶贫， 从第一天起， 工作队坚持

“秉公扶贫”。 识别贫困人口时， 队长向彦
明、 队员叶方华跋山涉水， 半个月走遍全
村7个组， 确定58户为贫困户， 把一些非贫
困户“清” 出去， 把10户特别贫困户“挖”
出来。 名单公示后， 村民竖起大拇指。

扶贫规划怎么制定？ 先办哪些实事？
向彦明处处与群众商量， 用公心把扶贫事
业办公平。 硬化通村公路、 新修水利设
施、 兴办集体林场、 扶持贫困户养猪养蜂
等， 一批由群众“钦点” 的扶贫项目全面
铺开。

“办事公道， 作风硬扎。” 老村干部李
大胜这样评价工作队。 修风雨桥时， 材料
配比不达标， 工作队让施工方挖掉桥墩平
台重来； 整修山塘， 施工队偷工减料， 被
工作队发现后返工； 茶园面积不足， 工作
队要求承包方补足。

2015年12月30日， 向彦明在当年扶贫
计划表最后一个项目处， 郑重填上“完成”
两字。 他说： “秉公扶贫才能真扶贫、 扶
真贫， 也才能做到精准扶贫。”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张前宝 朱桥

“瞧，这槟榔芋长得多好，一个有五六斤
重。”2015年12月28日，张志龙举起刚挖出的
一个芋头，兴奋地说。 在桂东县大塘镇蛟洲
村，连片种植着槟榔芋，张志龙正和村民们
一起挖槟榔芋。

张志龙是省农委驻蛟洲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 他对蛟洲村的情况了如指掌：该村有
372户、1434人，其中贫困人口167户、502人，
2014年村民人均纯收入2100多元。 2015年
初，省农委扶贫工作队进驻该村。

根据村里情况，工作队确定了精准扶贫
路子：发展“庭院经济”，培育新型主体，壮大
主导产业。

村民方志辉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在
工作队帮扶下，利用自家庭院、山林等养土
鸡，第一批赚了5000多元、第二批赚了8000
元。 目前，村里家家户户发展种养业，其中26
户搞了多项产业。

“要让村民脱贫，并过上小康生活，必须
有主体产业。 ”张志龙介绍，工作队引进外地
能人， 带动村民种槟榔芋， 并成立合作社。
2015年全村种槟榔芋240多亩。

一年来，工作队还扶持村民养猪、养鸭、
养泥鳅、养牛等，新成立合作社5个。 2015年，
村民人均纯收入可达2700多元。

“每当给村里办成一件事，我们都觉得很
欣慰。 ”张志龙告诉记者，“通过各方努力，蛟
洲村3年脱贫致富的目标应不成问题。 ”

编者按： 2015年， 扶贫成为热词。 我
省省、 市、 县、 乡4级8000个扶贫工作队，
奔赴农村最基层,进驻三湘四水的8000个贫
困村， 结穷亲， 拔穷根， 种富苗， 掀起了
新一轮精准扶贫攻坚战。 2016年是 “十三
五” 开局之年,也是消除所有贫困村、 贫困
户的5年决战起始年。 新年到来之际 ， 湖
南日报特派出记者， 采访了在大湘西、 大
湘东扶贫攻坚一线的3位扶贫队队长 ， 让
读者分享他们过去一年的扶贫成果和喜
悦， 为他们鼓劲加油。

常德完成乡镇区划
调整改革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周三保） 今天， 澧县新组建的城头
山镇正式挂牌， 这标志着常德市所有新组建
乡镇全部完成“定班子、 挂牌子” 工作。 至
12月31日， 经区划调整改革， 常德市乡镇
由原来204个减少为129个。 在这轮改革中，
该市形成了一批中心城镇， 5万人以上乡镇
达到18个。

编者按： 为传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湖南日报今天起推出 《湖南好
人》 人物专栏。 该专栏重点关注普通人的善举， 用小故事凸显大情怀。 敬请读者关注。

夯卡苗寨：“挂图作战”奔富路

三年为期，蛟洲村酝酿巨变 “公”字当道茶溪村

湖南好人

余助坤32年盯着一件大事———

护住乡亲们的摇钱树

土蜂蜜、高山茶———

瑶寨网店开了30家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骆力军 单明海

“成交， 成交……” 2015年12月31日，
宁远县棉花坪瑶族乡棉花坪村50岁的瑶胞
赵国旺轻快地点击键盘， 满脸笑意， “今天
上午售出10份土蜂蜜， 毛收入2000多元。”

棉花坪村土货不少： 土蜂蜜、 高山茶、
绞股蓝……凡是尝过的都说好， 就是知名度
太小。 过去， 瑶胞们一般趁着赶集下山卖点
土特产换生活用品， 最远也只卖到县城。 村
支书盘均国说：“经常听村里外出学习、 打工
的年轻人回来滔滔不绝说互联网好， 便想在
村里开通网络。” 半年前， 县联通公司施工1
个多月， 终于把光纤拉进了瑶寨。

瑶胞盘运良在淘宝网开了家高山茶叶
店， 现在每天不是忙着发货， 就是跟进订
单。 他告诉记者： “全村网店就开了30家。
还有村民买了小面包车， 帮着往山下的快递
公司发货。”

盘均国打起了“小九九”， 他说： “我
们准备邀请摄影爱好者来采风， 通过网络推
介棉花坪好风光， 把旅游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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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日 星期五
通讯员投稿邮箱： hnrb2012@163.com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张家界武陵源溪
布老街非遗文化体验
基地， 民间艺人表演
精彩节目， 迎接新年
到来。 吴勇兵 摄

非遗表演
迎新年

望城将建现代化公园式
滨水新城区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姚静 ） 2015年12月31日，
长沙市望城区正式审议通过区“十三五”
规划。 未来5年， 望城区将以湘江为黄金
发展轴， 大力推动一江两岸互动发展，
将全区打造成为现代化公园式滨水新城
区。

该区将全域划分为四大主体功能区：
滨水城市核心区包含高塘岭、 月亮岛、 大
泽湖、 白沙洲等街道， 是城市建设的主战
场。 该区将致力城市品质提升， 打造中部
最美滨江生态公园群。 城市功能拓展区包
含金山桥、 黄金园、 乌山、 丁字湾等街
道， 是现代产业的聚集区。 文化旅游发展
区包含铜官、 靖港、 乔口等街镇， 是望城
彰显历史底蕴的特色功能区。 生态涵养保
护区包含桥驿、 茶亭、 白箬铺等乡镇， 将
率先开展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 打造都
市田园样板。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12月 31日

第 2015358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05 1040 629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29 173 247217

2 1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12月31日 第2015154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8445763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3
二等奖 12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389418
15 18815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66
83647

1536019
10251382

55
3038
58712
390831

3000
200
10
5

0709 11 15 18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