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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故事

溆浦县沿溪乡位于雪峰山腹地， 山里的人们长期脱贫无门。
2008年，王依清在家乡创办君健中药材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种植
药材，已帮助200余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药”到穷根除

沿溪乡瓦庄村贺达书：说句心里话，我
做梦都没想到能修这么大的房子。 王总是
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啊， 他自己在外面搞得
那么好，却回来带我们致富。

沿溪乡青坡村贺达成： 我父母都有残
疾，家里还有个老奶奶，也没法出去打工。幸
亏有了合作社带着我们干，这几年我也赚了
点钱，娶了媳妇生了娃，日子过得很满意。

� � � � 乡亲们“说”

1 合作社累计生产、销售中药材1600
多吨，销售苗木240多万株，种苗450多吨，
总产出达4200多万元。

2 合作社拥有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
米的综合办公和加工厂房一处， 仓储场地
1600平方米，建有50吨冷库两栋，加工设
备80多套，年初级加工能力达1200吨。

3 合作社长期提供就业岗位39个，其
中贫困人口28人； 每年安排临时用工200
余人，其中80%以上为贫困人口，含7名残
疾人，累计发放工资580余万元。

� � � � 扶贫成绩单

王依清， 男，1979年生， 溆浦县沿溪乡
人。 湖南电大毕业，2005年辞职回乡创业。
2008年，注册成立溆浦县君健中药材专业合
作社，任理事长。该合作社是溆浦县第一家
注册成立的集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科研
于一体的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拥有出口资
格。 现全资拥有湖南君晟茶业有限公司、溆
浦县君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两家子公司。

� � � � 名片

� � � � 记者手记

这样的“英雄情结”
多多益善
曹娴

王依清说搞农业很累，精神压力很大。
曾经，在一个寒冬下雨天，他骑摩托车

跑了10多公里去取钱，衣服结成了冰坨，为
的是让分红的现金能如期到位， 不能失了
社员的信任； 在众人意见出现严重分歧需
要决断时，他站出来承担所有责任……

他拿着今年才涨到3000多元的工资和
并不算高的股金分红，却不为外面大公司开
出的高薪所动； 村里的新房子越来越多，他
和几个常务理事却没有一个建上新房……

本可以继续原有的人生轨道， 经济宽
裕、生活舒适，为何选择踏上一条更为辛苦
的道路？追问之下，他略带腼腆地说，多少
有点男人的英雄情结吧。

正是这样的“英雄情结”，让王依清肩
上更有担当，心中更有大爱。扶贫路上，这
样的“英雄情结”多多益善。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7月20日清早，从溆浦县城出发，山路蜿
蜒，峰峦叠翠，车行2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位
于沿溪乡瓦庄村的君健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独特的自然环境赋予这里独特的优
势———适宜种植中药材。细雨中，合作社理事
长王依清带我们爬上山坡，只见玉竹、黄柏、
黄精、多穗柯甜茶等中药材成垄成行，青葱的
叶片密密匝匝，长势正旺。

近年来，合作社共带动1180户贫困群众
发展中药材8000余亩， 辐射周边十余个乡
镇，帮助200余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放弃高薪回到家乡，
三年后成立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在除草、整枝，王
依清不时停下来和他们交流药材生长情况。
身材结实的他笑着对记者说：“我最喜欢的还
是在地里干活。”

1998年，王依清从湖南电大毕业后到广
州工作。6年后，他已是一家外资电子企业高
管人员，月薪6000元，生活舒适。

2004年春节回家，王依清发现，由于交
通不便，家乡的金银花价格低得可怜，而相邻
仅10余公里的隆回县小沙江镇的金银花不
仅有名气，价格还高出2倍多。当时正值外出
打工大潮，村里的地都抛荒了，这一切让王依
清心里不是滋味。

次年，他辞职回到家乡，种植玉竹，3年后
产出，玉竹行市火爆，王依清家的18亩玉竹
卖了20多万元。

这次经历让王依清坚定了发展中药材产
业的决心，“养大鱼就要有大鱼塘， 我们这里
绝对是个‘大鱼塘’！”同时，村里人也觉得这
个在大城市会赚钱的伢子， 回到农村还是会
赚钱。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开始实
施，这让王依清一下找到了方向。2008年，君
健中药材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

收益高、分配均，村民争相来入社

看到记者到来， 村民贺达书高兴地邀请
我们去他家坐坐。这栋2层楼房，占地240平
方米， 室内装修已近尾声。 贺达书带我们参
观，一楼厨房安装着和城里一样的整体橱柜，

“花了大价钱， 这样一扇小柜门就要80块
钱”；二楼的客厅沙发大气美观，超薄液晶电
视等着挂上墙……

过上好日子的贺达书，当年可是“穷得没
法”，两个孩子没钱读书，大儿子初中毕业后
偷偷跑去上高中，硬生生被自己拉了回来。

2008年，合作社一成立，贺达书第一批
入了社。对于他这样的贫困户，合作社赊账供
苗、垫资供肥。于是，当年他就种上了一亩玉
竹，平时还到社里做事，另外又凑了1000元
入了股。到2011年玉竹成熟，一亩玉竹收入
近9000元，年底股东分红400元，劳务工资还
发了六七千元， 这一年加起来就赚了1.6万
元。“穷了那么多年，终于看到了门路。”现在，
他扩种了3亩黄精、3亩玉竹、4亩黄柏， 还将
股金追加到1万元，去年收入有七八万元。

不仅种药材有钱赚，还有股金分红、土地
租金、劳务收入，合作社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
好处。社员从最初的12户发展到了452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有275人。

让村民们想不到的是， 合作社还搞了个
“二次返利”。一方面，合作社不仅保证以不低
于市场价收购农户的中药材，“跌时保、 涨时
补”，确保药农基本收益；另一方面，合作社对
中药材进行加工和销售，在扣除生产成本后，
将所得利润的60%再返还给社员， 实现药农

效益最大化。“即便去年市场行情不大好，股
东分红可以先欠着， 但这60%的社员二次返
利是一定保证的。”王依清说。

合作社成立之初，还定下一条特殊规定：
不允许股金占比过高。所以不止王依清，其他
的原始股东、常务理事中，现在股金最高的也
只有10万元。“主要是想让大家都能赚到
钱。”王依清说。

利益分配有保障，管理上大家有商量。王
依清说， 每个人都真正把自己当成合作社的
一分子， 尽心尽力。 有的社员发现管理不合
理、浪费的情况，都会主动提出来。

走出大山开展多方合作，
合作社的前景看好

村民们经常说，“药材药材， 卖出去就是
药，卖不出就是柴。”

王依清说，压一次货，亏一次本，大家就
没了积极性。中药材市场波动大，合作社在市
场判断上投入的时间、精力最多。一方面，积
极找市场，目前合作社有8成以上订单来自专
业药材网站等网络平台，销售网络覆盖广东、

福建、江西等多个省份；一方面，摸透各大主
产区的情况，细致到当地大户的情况、主销期
的天气状况等多种因素，及时调整种植品种。

同时， 合作社一直在想办法实现多元化
经营。坐下来后，王依清给每人泡上一杯多穗
柯甜茶， 青绿的叶子与清甜的味道同时舒展
开来，入口回甘悠长。

雪峰山野生的多穗柯甜茶， 是合作社正
在重点开发的一个新品种。2014年起， 合作
社与怀化学院、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沈昌贤
博士、 美国佐治亚大学伍卫琳博士开展四方
科研合作。经测定，多穗柯甜茶所含成分拥有
较好的抗氧化、延缓衰老功效。今年2月，四方
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进行中药材应用于
抗癌、护肝、降血压、抗衰老药物及保健食品
等方面的科研开发。

就在几天前， 王依清和专程回国的伍博
士一起去考察了溆浦县工业园， 计划兴建一
条年生产能力2000吨以上的中药材提取生
产线。

傍晚离开时雨已停，霞辉穿过云层，越过
山头，洒下斑驳树影，心情为之愉悦。未来，这
片大山里的美丽前景必将令人陶醉。

� � � � 7月20日下午，溆浦县沿溪乡瓦庄村，君健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依清（右一）在生产基地查看药材生长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李伟锋 王
晗 通讯员 李萍）高温持续，用电需求大增。7
月25日， 湖南电网最高负荷达到2342万千
瓦，当日全省用电量4.82亿千瓦时，均创历史
新高。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今天对外发布，7月
下旬以来，长沙、株洲、益阳、张家界、岳阳等
多个区域电网用电负荷，相继创下各自新高。

省电网负荷“水涨船高”，连续多日维持高负
荷水平，日用电量也连续多日维持在4.5亿千
瓦时以上。 根据气象信息分析， 高温还将维
持，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省电网最高负荷预
计将超过2400万千瓦，日最大用电量将超过
5亿千瓦时。

用电量迅速攀升， 供电能力充足。目
前，全省电力总装机容量达4000万千瓦，其

中统调机组容量接近3200万千瓦。 从水库
蓄水和电煤库存看，目前库存电煤310多万
吨，且后续来煤较为理想，按照每天12万吨
的耗煤量，仅库存电煤可保25天以上；水电
方面，前期全省降水丰沛，骨干水库蓄水充
足，水电机组均处于满发状态。另外，湖南
电网还有3条500千伏线路与华中电网联
通， 可在较大范围内调度省外电力资源供
应湖南。

省电力公司表示，为确保迎峰度夏电力
供应，该公司已精心编制好电网运行方案，同
时将密切关注气温和用电负荷变化情况，及
时调度、科学安排电网运行方式，确保全省电
力安全、稳定供应。同时，该公司也呼吁全社
会节约用电，夏季高峰负荷时段（10∶00-14∶
00，20∶00-23∶00）尽量不使用或少使用大功
率电器， 将空调温度设置到26摄氏度以上，
高耗能、 高负荷用电单位尽量避峰、 错峰用
电。用电故障请拨打95598热线，工作人员将
及时上门排障、复电。

电网负荷、日用电量
均创历史新高

省电力公司表示确保迎峰度夏电力供应，用电故障
请拨打95598热线，工作人员将及时上门排障、复电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陶芳芳 张兴莎 肖玲）长沙县
商务局近日传出喜讯：今年1至6月份，该县实现外贸出
口总额13.59亿美元，同比增长3.9%，外贸出口总额居全
省县市区第一，占全省外贸总量的14%。

近年来，长沙县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助推
企业加快走出去。 该县在星沙海关建立跨境电商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 今年首次将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列入
财政预算，陆续出台外贸、跨境电商、现代服务业等方面
的支持政策；优化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空港城建设全面
提速，黄花机场已开通直飞美国洛杉矶、德国法兰克福、
韩国首尔、新加坡、日本东京等26条国际定期直飞航线；
今年3月28日至4月1日， 该县还成功举办东盟使节星沙
行活动，东盟10国代表列席，促成合作项目51个，合同金
额达35.65亿美元。

该县外贸发展持续向好， 三一集团等在非洲建设中
国首个国际产能合作样板开发区， 广汽菲亚特等整车出
口呈倍增之势。目前，该县已经与15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经贸往来关系，产品出口到世界上148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有27家企业实现“破零”第一次尝试外贸，实现倍增
的企业达36家。

13.59亿美元！
上半年，长沙县外贸出口总额居全省第一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姚学文）今年
长沙市城区普通高中录取工作于7月24日正
式开始。第一批普通高中录取线今天公布。

第一批进点招生的学校有：师大附中、
长沙市一中、长郡中学、雅礼中学、明德中
学、周南中学、长沙市实验中学、麓山国际
实验学校、 南雅中学等。 根据《关于做好
2016年长沙市城区高中阶段招生工作的
通知》（长教通〔2016〕27号）文件要求，市
教育局中招办划定首批进点高中招生学校
录取最低控制线。

这些学校的录取线分别是：师大附中，
学业成绩等第为6A， 综合素质评定为“不
限”，其中踩线录取文化成绩为5A1B（其中
语数外必须为A），综合素质为5A。长沙市一
中， 学业成绩等第为6A， 综合素质评定为

“不限”，踩线录取文化成绩为5A1B（其中语文
不能为B），综合素质为5A。长郡中学，学业成
绩等第为6A，综合素质评定为5A。雅礼中学，
学业成绩等第为6A， 综合素质评定为5A。明
德中学，学业成绩等第为4A2B，综合素质评
定为5A，其中语文、数学两科必须为A。周南
中学，学业成绩等第为4A2B，综合素质评定
为“不限”，踩线录取文化成绩为3A3B（其中语
数外三科必须有两科为A且语文不能为B），综
合素质为5A。长沙市实验中学，学业成绩等第
为4A2B，综合素质评定为“不限”，踩线录取
文化成绩为3A3B（其中语数外三科必须有两
科为A且语文不能为B），综合素质为5A。麓山
国际实验学校，学业成绩等第为5A1B，综合
素质评定为“不限”。南雅中学，学业成绩等第
为5A1B，综合素质为“不限”。

长沙市第一批普通高中录取线公布
长郡、雅礼录取线最高，学业成绩等第均为6A，综合素质评定均为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