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王芳 谢申旺

山脚下， 一排排蜂箱整齐地摆放在树阴
里，一个中年汉子正忙着察看蜂箱。他就是泸
溪县庆丰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忠
庆，当地人称他为“蜂王”。

2001年，杨忠庆从一名普通的粮站职工
一夜之间变成了下岗人员。此后，他做过临时
工，也跑过椪柑营销……终于，他发现养蜂是
一项投资少、见效快、风险小的“短、平、快”致
富项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劲，杨忠庆买
了许多养蜂技术书籍，虚心向专家请教，向师
傅学习， 无数次跌倒又爬起， 获得了成功。
2005年，他养殖了20箱蜜蜂，产出蜂蜜2000
多斤，收入5万多元。

杨忠庆通过多次外出参观学习， 发现小
户的分散养殖和传统的经营方式很难适应市
场需要，也不利于养蜂产业发展。2012年，他

组织10多户养蜂专业户成立了泸溪县第一
家养蜂专业合作社，通过抱团经营，实现了信
息、技术、利益共享，当年养殖规模达到310
多箱，销售收入93万余元。杨忠庆也有了“蜂
王”外号。

“没有杨师傅的耐心指导，我也不可能走
上养蜂脱贫致富这条路。”谈起养蜂致富经，洗
溪镇李什坪村村民田祖林感慨万千。 当初，他
对摇蜂、分蜂、病虫防治等基本养蜂技术一窍
不通，都是“蜂王”隔三差五的上门指导，让他
逐步掌握了技术。一次，他的蜂场蜜蜂产生了
分蜂热，幸亏“蜂王”及时赶到，现场为他化解
了蜂场危机。如今，在“蜂王”的带动下，他的养
蜂规模已发展到50多箱，年收入4万多元。

如今， 杨忠庆为理事长的合作社已有社
员72户，年养蜂规模达1200多箱，产品通过
互联网销往全国各地，年销售蜂产品达2.5万
公斤，创利润320多万元，带动了周边430多
户农民发展蜜蜂生态养殖。

“蜂王”的甜蜜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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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石科圣 王顺成 罗中华）8月4日， 桃江县春
能竹艺公司通过淘宝、 京东等购物网站，共
卖出保健凉席780床， 销售额超10万元。公
司董事长刘春能介绍，他们今年销售的凉席
中，80%以上是通过电商销售的， 电商销售
额同比增长了20%。

近年来， 益阳市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产
业，电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去年，
全市电商交易额达159.7亿元，跻身全省前3
名；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实现大幅增
长。 南县与阿里巴巴合作建设农村淘宝，覆
盖所有乡镇。桃江县获批全国电商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沅江市成为全国新农村商网试点
县。

为发展电子商务， 使其成为拉动消费、
促进产业升级、 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一个抓
手，2014年， 益阳市出台了支持服务外包和
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政策，市财政每年安排
500万元，在平台建设、人才培训、销售等方
面给予专项支持。各县（市、区）也分别设立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电商基础建设和应用普
及。

同时，构建政府、高校、企业三位一体人
才培养体系。近两年，湖南城市学院、益阳职
业技术学院等益阳本地院校培训电商和服

务外包专业人才8000余名。目前，益阳中心
城区已形成高新区创业园、 中南电商产业
园、 世纪大厦和赫山区内衣厂区域4大电商
企业集聚区。 全市现有年销售额过1000万
元的电商企业42家，其中9家过亿元。

电商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 形成
“新益阳特色”。桃江县以竹制品、安化县以
黑茶、 城区以服装， 形成各自行业优势。目
前，益阳市瑜伽服和婴儿服饰，占淘宝网国
内市场份额约40%。桃江竹凉席销售额排在
淘宝网前列， 占全国市场份额30%以上。资
阳区安琪娃母婴类产品品牌运营店采购交
易额稳居阿里巴巴同类产品第一。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刘从武 廖昕）“我们引进广东温氏
集团大型生猪养殖项目， 年产值达3100多
万元。”8月3日，宜章县黄沙镇党委书记邱志
勇介绍， 温氏集团还在当地扶持3个养殖专
业合作社，其中鸿祥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年
出栏生猪1.2万头。

宜章是湖南的“南大门”。而黄沙镇是宜
章的“南大门”，也是全省100个特色中心城
镇之一。宜连高速、岳临高速、107国道、黄莽
公路等穿境而过，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及交
通优势。近年来，该镇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

展外向型经济，实施“边贸重镇”发展战略。
重点面向广东，以各种联谊活动、联席会议
等形式，与广东有关乡镇加强人文、商贸等
交流。同时，开展边贸及招商引资活动，引进
了一批带动能力强、 发展后劲足的大企业、
大项目。

依靠优质水土等自然资源，黄沙镇大力
引进农业产业项目。香港慈善家李道德先生
投资的郴州展翔绿色农业公司，先在该镇投
资建设了3000亩脐橙种植示范园， 后又在
多个村扩大种植，现已完成投资1.5亿元，种
植总面积达1.3万亩， 带动农民参与种植

3000多户。像这样的富民农业产业项目，该
镇已引进4个，覆盖、带动全镇农户三分之一
以上。

对引进的项目（企业），黄沙镇由镇党
委班子成员提供“一对一”、“零距离”服务。
联系项目的负责人必须每月走访企业3次
以上，对企业反映的问题限时受理与答复，
并协助予以解决， 赢得客商好评。 近两年
来，该镇先后引进粤、港等地规模企业8家，
完成投资近4亿元。今年上半年，该镇实现
外向型经济总产值3.52亿元， 同比增长
24.47%。

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温秋圆

初见面，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
院内科主治医师王福军给人印象深刻的是
一头白发、眉宇间三两条褶线。盛夏的一天，
记者慕名采访了王福军。

王福军从医35年，一直在临床第一线工
作，年诊疗病人近4000人次。成功抢救恶性
心律失常、危重急性心力衰竭、顽固性变异
型心绞痛、危重急性心肌梗死、重症心肌炎
等危重病人无数，还对一些疑难杂症进行了
有效诊治。

在临床中，王福军发现供青年医生阅读

的心律失常著作极度缺乏，便产生了著书立
说的想法。历经两年的思考与编写，一部10
万字的《心律失常的治疗》 医学专著脱稿，
1991年7月由上海三联书店编辑出版；1995
年7月，他与人合编的《实用心率失常学》一
书面世。30多年来， 王福军在数十家杂志上
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原发性高血压左心
室肥厚与心律失常的关系”、“心脏早搏患者
伴焦虑抑郁的治疗及其对生活的影响”等10
余篇被评为省、州优秀论文。主编或参编医
学专著达41部，2011年以来，又主编、副主编
出版了《心律失常用药策略》、《心力衰竭用
药策略》、《心肌病用药策略》、《老年心血管

病用药手册》、《临床高血压用药策略》等7部
系列医学参考书。

半夜， 在王福军科室里常常见到这样的
情景： 躺在床上浅睡的他， 一股脑儿坐了起
来，随手取下搭在椅子上的白大褂披在身上，
便直奔抢救室去了———一旦病人情况危急的
消息传来，王福军总是第一时间奔向抢救室。

一次仓库起火抢救行动，当时有工人群
众、消防官兵数十人急性中毒，王福军三天
三夜没合眼，全力投入抢救工作当中。尽管
身心有着说不出的疲惫，但看到中毒人员一
个个脱离危险、事故无一死亡，他感到无比
欣慰。

宠利毋居人前，德业毋落人后；受享毋
逾分外，修为毋减分中。漫漫行医路，王福军
在追求一种精神的充实和救患的喜悦。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刘海军 肖建军）“这是我最后一点积
蓄，请你们把诗墙建好 ,诗联学会以后就靠
你们了。”今天，病危的湘阴县南湖洲镇诗
联学会会长文毓英， 将3.2万元的积蓄交到
诗联学会代会长魏敦贵手中， 了却她的最
后一桩心愿。

文毓英现年75岁，高中毕业因“家庭成分
不好”而与大学失之交臂。素好吟诗作对的她
劳作之余一直笔耕不辍，并且含辛茹苦将6个
子女抚养成人，送至大学毕业。2006年，该镇
成立诗联学会；2011年，她被推举为会长。数
年来， 她省吃俭用， 将喂猪种粮换来的辛苦

钱、子女孝敬她的生活费节余下来，先后向诗
会捐献资金10余万元，购置电脑、办公桌椅
等设备，开展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等诗联吟
唱活动， 每年编辑出版会员作品集2000册。
2013年， 她带领诗会一班人马殚精竭虑，成
功创建“中华诗词之乡”，全镇300名会员均
称其为诗会难得的“诗仆”。

正当她着手筹建220米诗墙、 进一步弘
扬诗联文化之际， 肺癌这一病魔向她无情地
袭来。“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捐给诗会， 建好诗
墙。”从医院归家、卧病在床的文毓英反复念
叨，“只要把千年的诗联国粹传承下去， 我也
就心满意足了。”

裸捐积蓄建诗墙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肖星群 刘朝阳
肖之泉 ) 8月2日， 涟源市三甲乡卫生院
外科办公室里， 家住娄底涟钢大市场的
刘日红、 梁艳林夫妇带着10岁的儿子刘
震宇，提着礼物执意要感谢医生梁跃春。
梁跃春坚决不要 :“我救人不是为了要礼
物。无论是谁看到，都会下去救人的。利
用自己学到的医学知识救人是我的本职
工作。”

7月31日下午2时20分左右，暑假在外公
家玩的刘震宇和两个12岁的堂哥一起去河
对面马路上买东西， 过桥时刘震宇一脚踩
空，掉进了两米多深的水里。两个堂哥赶忙
到附近找来竹竿想把刘震宇拉上来，试了几
次不成功后，急得在桥上大哭起来。听到哭
声后闻讯赶到的5名群众立即下水搜救，几
次无果。

正在医院办公室值班的梁跃春被一名

邻居喊到了现场。他把手机一扔，跳进水里。
几分钟后， 小震宇被大家合力打捞上岸，但
面色青紫、嘴唇乌黑、不省人事。梁跃春把孩
子放在膝盖上，轻轻摆动，小震宇吐出几口
大水。 梁跃春又开始给他做心肺复苏术，半
个小时后， 小震宇终于有了微弱的呼吸，众
人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知情人说， 这是梁医生第二次救人了。
去年12月，天气寒冷，三甲乡玉屏村一善组
80多岁的老人梁吉初不慎从4米高的桥上掉
入了水里。梁跃春顾不得脱掉衣裤，一个人
把老人救了上来。

乡村好医生两度救人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李梦湖 杨菊先）“通过对村级财务进行拉
网式审计，查出了一些问题。”8月5日，郴州市
苏仙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巫初华介绍，审计
工作组已将个别村干部贪污挪用集体资产等
9条问题线索，移送区纪检监察机关，目前区
纪委已立案查处2起。

今年在“雁过拔毛”式腐败专项整治工作
中，苏仙区开展覆盖所有村级组
织的拉网式财务审计。他们从区
财政局等单位抽调工作人员，组
建8个清查工作组， 从5月初开
始，对全区160个村和14个社区
2013年至2015年间， 上级拨付
到村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调查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和
执行、村集体“三资”管理、强农
惠农及扶贫资金补贴到户等情
况。审计工作组深入走访、召开
座谈会， 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了

解农村低保、扶贫帮困、民政救济等资金落实
情况，严查村干部贪污挪用、克扣截留等违纪
违规行为。

据了解，苏仙区这次共审计村级资金1.3
亿余元，发现村级财务管理中存在白条列支、
接待开支过大、 大额现金支付基建工程款等
问题21个，查出虚报冒领、公款私存、贪污挪
用等问题资金220余万元。

拉网式审计村级财务
苏仙区查出问题资金220余万元

通讯员

“触网”促发展
益阳年销售额过1000万元的电商企业达42家，电商产业跻身全省前列

就近“接产业”
宜章县黄沙镇发挥地处湖南“南大门”优势，两年引进粤港规模企业8

家，完成投资近4亿元

发虽千茎白 心犹一寸丹

8月6日，古丈县
红石林国家地质公
园， 土家儿女互摸彩
泥， 欢度传统的土家
摸泥节。 土家摸泥节
起源于湘西土家族男
女相互表达爱慕和祝
福的“摸锅灰”习俗，
每年农历三月三、六
月六或七月七前后举
办。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为爱
摸泥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王继云 周晓鹏

“没想到，远在珠海的老乡还记挂着我，
给我送来了1.2万元爱心款。”8月2日，溆浦县
卢峰镇坪溪村受灾户夏先来与村里人说起在
外老乡捐资帮他重建家园的事，感激万分。

给夏先来送来爱心款的“在外老乡”，是
广东珠海溆浦籍微爱团队。

自6月以来，溆浦县连遭4次暴雨洪灾，全
县58.82万人受灾。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听说家乡遭灾，远
在珠海的世界名表澳门永利代理店总经理廖
梦雪、 珠海市中立信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总经
理何先武和广州荔湾区爱心人士任艺谊，自
发组建珠海溆浦籍微爱团队， 开展爱心募捐

活动。
短短几天， 珠海溆浦籍微爱团队收到爱

心人士捐款7万余元，捐款的爱心人士来自全
国各地，有的还来自法国、日本等地。

7月下旬，收到爱心捐款后，廖梦雪、何先
武、任艺谊代表珠海溆浦籍微爱团队，来到溆
浦县开展“行微善，传大爱”活动。该团队先后
给卢峰镇、 桥江镇等6个乡镇29户受灾户送
去爱心款和粮油。其中，给卢峰镇坪溪村受灾
特别严重的村民夏先来捐款1.2万元，其他28
户受灾户每户捐款2000元。

桥江镇罗卜村受灾户陈必元收到爱心款
后，对微爱团队人员说：“太感谢你们了，我们
一定好好建设家园，搞好生产。”

在陶金坪乡， 廖梦雪还为11名孩子捐赠
了学习用品和奶粉。

微善传大爱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蒋星

“有了计生协会帮忙牵线，今年3万只三
黄鸡销路不成问题。”7月底，衡南县洪山镇古
城村计生特困户胡际伟， 提起镇计生协会为
他提供了资金、技术、销售一条龙帮扶时，高
兴得合不拢嘴。

胡际伟曾一度在外打工赚钱维持家用，
随着两个女儿渐渐地长大， 微薄的收入难以
维持一家人的生计。2013年， 胡际伟决定返
乡回家养鸡。

但由于没有养鸡经验和技术，刚开始，胡
际伟不但没有赚钱而且还亏了本， 一度深陷
贫困。

2014年，镇、村两级计生协会工作人员在
实地走访时了解到胡际伟在养鸡的过程中缺

乏技术。于是村计生协会召开理事会集体讨论
决定， 明确计生协会两名理事实地驻守帮扶，
协会会员胡明辉提供养鸡技术指导，帮助重新
规划养鸡场地基础设施改进。

通过一年的“跟踪帮扶”， 胡际伟的养
鸡效益逐渐好转，开始慢慢盈利，规模也越
来越大， 养鸡数目由原来的6000多只发展
到2万只。

鸡是多起来了， 但销售网络一时还是难
以打开。 村计生协会副会长王祖军通过网络
平台发布消息， 并走访衡阳市及周边地区各
大酒店和超市，帮助胡际伟推广生态三黄鸡。
通过建立一体化市场销售网络， 胡际伟与多
家销售商签订了购销合同。

胡际伟也一跃成为全村计生特困家庭脱
贫致富的领头人，被村民赞为“养鸡大王”。

特困户当上“养鸡大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