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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于振宇

如果问身边的老人希望在哪里养老，十
之七八的人会回答“在家里、在社区”。最近，
记者专题调研如何加快全省养老服务业转
型发展，问及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也大体
相同。

玩在家边上，不割裂亲情友情

在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德政园社区
长者康护服务中心，90岁高龄的张东平老人
正坐在按摩椅上，一边按摩腿部，一边听广播
节目。“年纪大了，单独住在家里，孩子们不放
心， 所以我和爱人2014年10月开始住到了这
里。”张东平告诉记者，最让两口子满意的是
康护中心就在家门口，熟门熟路，非常方便。

两个人每月交费4000多元，经济上还能承受。
该中心有30张床位，是湖南万众和社区服

务管理有限公司租用民房改建而成的社区居
家养老场所，一楼有大厅、前坪，适合集体活
动、日间照料，二楼主要住高龄或失能半失能
老人，楼梯改造成了自动滑梯，方便坐轮椅者
上下。目前，这里7名服务员照看20多名老人。

记者在郴州市苏仙区白鹿洞街道青年路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澧县小渡口镇小渡口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 怀化鹤城区板桥街道晋源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地看到，老年人从60几
岁到八九十岁不等，有的看电视听讲座，有的
打麻将玩扑克牌，老街坊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笑声不断，开开心心。

万众和公司董事长黄跃佳认为， 社区居
家养老，老人吃住在家门口，不离开社区，面
对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经常可以看到子女，

子女也能方便看望爸妈， 没有割裂老人的亲
情友情，有归属感。这是现阶段把家庭养老和
社会养老很好结合在一起的过渡方式， 符合
绝大多数老年人的文化心理需求。

据了解，去年以来，全省增加的社区小型
养老机构、日间照料中心、残疾人照料中心、
老人餐桌、 送餐中心等各类嵌入式养老服务
设施达17000多家， 仅万众和公司在长沙就
有直营店30多家。

在家里享受生活照顾、医疗、
康复护理服务

社区小型养老机构，集日间照料、居家养
老服务、完全托养和医养融合等功能于一体，
我省去年1.7万多家新增养老服务设施中，绝
大多数属于这种形式。 （下转9版）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李叶）今天上午，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在
长沙举行媒体信息通报会， 宣布“天地之
中———河南文物珍品展” 于4月28日至8月14
日在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展品达300
余件，近一半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中包括河南
博物院的5件“镇院之宝”。

展览以“天地之中”为主题，将展出河南从
新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的文物珍品，包括青铜
器、玉器、金银器、瓷器、造像、甲骨、碑帖等，不
乏帝王、王公贵族、皇亲国戚遗珍。值得一提的
是，展品中有5件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分
别是：新石器时代贾湖骨笛、商代乳丁纹青铜
方鼎、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的西周玉柄铁剑、
唐武曌金简和北宋汝窑天青釉瓷瓶。

当天， 工作人员对部分重点文物进行开
箱，其中就有武曌金简。金简呈长方形，以纯度
96%的黄金制成，1982年中岳嵩山峻极峰出
土。金简上刻铭文83字，意为：武则天虔诚信奉
道教真理，渴望长生不老，故特派小使臣胡超
到嵩岳天门投递金简一通，乞求三官九府免除
其罪名。落款为唐久视元年（700年）七月初
七。该金简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金简，也是
目前所能见到的与武则天有关的罕见遗物。

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杨贞凤

4月24日清晨，雨后的古丈县牛角山云
雾缭绕，千亩茶园满目翠绿，数十个茶农提
着茶篮采摘鲜叶。

“七八十岁的阿婆婆采茶一年都有七八
千元收入呢。” 村民龙光兴边采茶边说。加
入了村茶叶专业合作社后， 他家的年收入
“从几年前的2000多元增加到了三四万元，
彻底脱了贫”。如今，龙光兴所在的毛坪村人
均茶园面积已达到5.7亩，2015年年底，全村
精准识别贫困户也从149户减少到99户。

像龙光兴这样靠一片片树叶脱贫的故
事，在古丈屡见不鲜。

古丈县将茶叶产业作为第一富民产业，
切实增强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促
进农民增收。目前，全县已有生态茶园13.7
万亩，农业人口人均茶园面积超过1亩，位居
全省第一。

在探索通过发展茶叶产业推动精准扶
贫的工作中，古丈健全“整合投入”机制。整
合扶贫开发、农业、交通、国土等涉农资金，
大力推进茶叶标准园、 精品园建设。 近3年
来，共整合资金1.08亿元，新建茶叶标准园、
精品园6万余亩。

健全“政策扶持”机制，从政策资金、土
地供应、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倾
斜帮扶，优先为带动能力强、辐射范围广的
龙头企业、合作社给予贷款贴息支持。近3年
来， 全县共发放茶业扶持贷款1.85亿元，产

值过5000万元的茶叶生产销售企业达6家，
茶叶合作社、茶叶协会等协会组织达31个。

健全“利益联结”机制，鼓励贫困农户
将政策扶持资金、 土地等生产资料折价入
股，由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大户能
人实行统一管理和生产经营，大力推动“公
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
“1带N”的方式与贫困农户结成联股、联利
共同体，实现茶企增效、茶农增收。目前，全
县4万余名茶农与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
农场建立了利益联结关系， 贫困农民通过
入股分红、获取劳动报酬等，每年平均增收
2000元以上。

如今，古丈所有茶园都实现了无公害栽
培，全县绿色生态茶园中，已通过有机茶认
证1.8万亩， 进入转换期茶园3.2万亩。2015
年，全县茶叶总产量4316吨，总产值达4亿
多元，占全县GDP的18％；茶业从业人员已
占全县总人口的60％ ，茶农人均增收2000
元。古丈县副县长舒展告诉记者，茶叶产业
已直接带动了3万多人精准脱贫。

当记者从海拔800多米的牛角山上下
来时，又听到一个好消息：古丈刚刚获得了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的“中国有机茶之
乡”认证，成为湖南第一个获此认证的产茶
县。毛坪村党支部书记龙献文高兴地说，“茶
农们又要高兴得睡不着了”。

茶香氤氲。这一片片小小的叶子，不仅
装扮了古丈的山山水水，也成为了农民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绿色银行”。

聚焦湖南养老服务业转型发展①

编者按

近年来 ，省委 、省政府把养老服务业
转型发展放到 “五化同步 ”、“三量齐升 ”
大局中整体推进 ， 先后出台了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实施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 ，
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 ，

事业和产业发展 ，机构 、社区和居家养老
发展 ，养老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
促进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 ，扩大了就
业 ，保障和改善老年人民生 ，取得明显成
效 ，一些政策和做法得到民政部的推介 ，
在全国产生良好影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加强

老龄工作的指示精神，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今年3、4月间，省民政厅、湖南日报社联
合对全省养老服务业转型发展进行了深度
调研， 在此基础上撰写出4篇系列报道，梳
理分析了全省养老服务业的创新实践，展
示出我省“十三五”养老服务业发展蓝图的
基本构架，敬请关注。

家门口养老

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即将来长展览

一片叶子的扶贫“密码”
———古丈县茶叶产业直接带动3万多人脱贫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张智勇）4月24日，由国际雕
塑艺术大师雷宜锌创作的抗战胜利主题雕
塑在芷江和平文化园广场落成。

抗战胜利主题雕塑以“人民的胜利”为主
题，分主体雕塑和背景雕塑两部分，主体雕
塑为“战士怀抱小孩”圆雕像，背景雕塑为悬
空背景浮雕环形墙，衬托表现三湘儿女“同
仇敌忾、浴血奋战”。主体雕塑圆雕像基座上
雕刻毛泽东题词“胜利”。

主体圆雕像表现一位右手持枪、左手怀
抱小孩的抗日战士， 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
残酷的战争已经结束，浴火重生，战士以胜
利者的姿态，昂首挺胸，脚踏战争灾难过后

的断壁残垣、侵略者留下的枪械和盔甲的废
墟。浮雕内容表现的是湖南人民在抗战中不
怕牺牲、英勇顽强、戮力抗敌、气势磅礴的英
雄画面。雕像告诫人们必须牢记历史，不忘
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战士怀抱小孩”主体圆雕塑采用福建
花岗石，战士像高8.21米，象征日本降使抵
达芷江投降日；从头到脚加废墟部分9.3米，
象征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主体雕塑总高
12.13米，象征国家公祭日。背景悬空高浮雕
墙采用混凝土仿红花岗石，总高5.5米，其中
浮雕部分高3米、悬空部分2.5米，浮雕墙平
均厚度为70厘米左右，浮雕墙总长31米，象
征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

抗战胜利主题雕塑在芷江落成

� � � �习近平在首个“中国航天日”之际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谱写航天事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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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行洞庭
———聚焦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

农耕之源，寻根之旅
———聚焦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之五（常德篇下） 11版

4月24日，工作人员展示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武 金简。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明
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