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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7日讯（通讯员 向晓玲
陈水刚 记者 龙文泱 ）“感谢医疗帮扶工
程，让我避免了因病致贫。”日前，在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己用村， 建档立卡
贫困户杨大力高兴地对记者说。 今年7月，
杨大力上山砍柴， 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导
致小腿骨折。医疗费1.55万元，泸溪县医保
中心补助1.24万元， 杨大力只花了3096元
就把腿给治好了。

泸溪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有建档立卡
贫困村94个，贫困人口16481户。其中，因
病致贫7580户，占贫困户总数的46%。为了
有效缓解这一现象，今年，该县大力实施精
准脱贫“十项工程”，整合资金1.7亿元用于
“医疗帮扶工程”， 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患
者、农村低保对象患者、大病患者及特殊慢
性病门诊患者“四类对象”筹资补贴，确保
其住院费用平均补偿达到80%。

为方便贫困人口患者， 该县对其医疗
报销、大病补偿、医疗救助等采取“一站式”

结算。贫困人口患者在县内住院的，在就
诊医院结算窗口可直接补偿医疗费80%；
在县外住院的，出院后持相关资料到县医
保中心结算直接追补到80%以上； 特别困
难户的住院费用通过民政、慈善机构等方
式追补到100%。

该县对今年1月以来， 建档立卡贫困
患者的实际住院费用平均报销未达到80%
的实行进村入户追补。潭溪镇下都村75岁
的向桂明老人收到工作人员补发的21169
元医疗救助金，解了燃眉之急。目前，全县
乡镇追补已完成91%。

此外，该县还开辟了绿色通道，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凭“精准扶贫优惠政策兑现
卡” 在县内医疗机构可享受先诊疗后付
费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目前，全县医保参保率达95%、新农合
参合率达96.71%，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新
农合参合率、大病保险参保率、大病救助
率均达100%。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李新春 艾志飞)“祁阳宝鑫盈公司捐
款10万元。”“我捐3000元！”“我捐100元！”
近日，在祁阳县羊角塘镇，该镇专项教育
基金会募捐时群众踊跃， 仅1个小时就收
到捐款30余万元。

祁阳县教育基金会成立于2013年，该

基金会还在全县23镇乡街道及5所县直学
校建立专项教育基金组织机构，实现了镇、
校全覆盖。 除了县财政每年拨款100万元
作为专项资金，基金会三年募资超千万元，
并深入开展“助学一日捐”“爱烛行动”等活
动，救助特困师生，资助贫困学生，支持学
校建设，公益支出达700余万元。

教授指导养土鸡 博士示范剁辣椒
———湖南农业大学对口扶贫花垣新科村小记

你不办案子我就“打板子”
衡阳对“零办案”派驻纪检机构集体约谈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胡阳 李涛）“真没料到，会被‘娘家’
市纪委请去约谈。”11月4日， 衡阳市纪委
派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纪工委书记王
小勤说。11月3日，衡阳市纪委对长期未自
办案件的八个派驻（出）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及纪工委书记（纪检组长）进行集体约谈。

对“零办案”的派驻（出）机构开展约
谈，源于该市纪委今年9月明确的一项问责
制度： 一年没有办一起案件的， 对纪检组
（纪工委）负责人进行约谈；两年没有办案
的，进行诫勉；三年还没有办案的，对纪检
组长（纪工委书记）予以问责，并进行组织
调整。

“到底是真的无案可查，还是‘太平
官’和‘老好人’思想在作祟！”约谈领导、衡
阳市纪委副书记唐浩然的提问直击关键。
从市纪委派驻（出） 纪检机构的成绩单来
看，今年1至10月，共有24个派驻（出）纪检
机构共立案70件。 虽然有长足的进步，但

仍有12个派驻（出）纪检机构为“零办案”。
“纪检组成立不久， 主要工作还是监

督预防，纪律审查力度确实不够。”该市纪
委派驻滨江新区投资有限公司纪检组长
丁平正坦言， 这次约谈给自己敲响了警
钟。2015年9月，衡阳市纪委对政府投融资
公司派驻纪检组并实行统一管理。丁平正
便是被派驻到投融资公司的五名纪检组
长之一。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白润民
在会上表态：“抓紧压实主体责任，绝不当
‘甩手掌柜’。”

“约谈主要负责人，就是把责任和压
力传导下去，督促‘一把手 ’履行好‘两
个责任’。”衡阳市纪委副书记张军说。他
介绍，衡阳市纪委近期还将逐个约谈“零
办案”的四个派驻单位，对约谈后仍没有
成效的纪检机构负责人严格问责， 以问
责增强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使派驻
纪检组真正成为“监督探头”、“前哨尖
兵”。

泸溪整合1.7亿元助力医疗扶贫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生红 李进科）11月5日，由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中国傩戏学研究会
等指导，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省艺术
研究院等主办的中国湖南临武傩·戏曲文化
（展演）研讨会在临武县举办。来自国内的近
百名专家学者观演并展开深入讨论。

傩，是远古时期先民们无法解释自然、
社会和思维科学而产生的原始宗教信仰。
傩戏是在傩祭舞蹈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戏剧
形式，被称为“戏剧活化石”。临武傩戏遗存
于该县水东镇油湾村， 距今已有500多年
历史， 据传由该村十七世祖思能公创造了
融傩祭、傩仪、傩舞、傩歌、傩技、傩戏于一
体的“舞岳傩神”，当地人称“神狮子”。

临武傩戏保存了原始古朴的表演风
格。表演分“许愿”和“还愿”两部分，戏中的
人物有三娘、来保、关公、二郎神、夜叉、土

地、猴王、狮王等，主要戏目有《三娘寻夫》、
《过三关》、《盘问土地》等。经多年演变，傩
戏演出有30多道程序，每道程序又分若干
环节，戏情弥漫着祭祀、求神、驱邪、祈福活
动等， 目的是祈盼新的一年风调雨顺、灾
害不生、五谷丰登、世道安宁。

据了解，2006年， 临武启动傩戏保护
工程，在调查整理资料、挖掘傩戏价值、制
订保护计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9年
5月， 临武傩戏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14年12月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扩展项目名录传统戏
剧项目。临武县委书记李浩表示，此次活
动的举办，旨在科学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临武傩戏、祁剧、小调等戏曲非物质文化
遗产资源，把当地戏曲打造成临武的一张
靓丽名片，让戏曲融入当代生活，更好发
挥戏曲艺术的独特作用。

临武傩戏展现魅力
国内近百专家深入研讨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司念伟）从2017年起，湖南人在家门口
就可以拿到韩国大学的博士学位。今天，记者
从湖南理工学院获悉， 该校将于2017年3月
起，委托韩国湖西大学，每年培养4名工学博
士生。

根据双方签订的研究生培养协议， 只要
达到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3级或通过韩
国教育部认可的语言测试， 湖西大学可直接
录取湖南理工学院推荐的青年教师和优秀硕
士研究生，前往韩国高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
博士学习期间，36个学分有30个将在韩国完
成，湖南理工学院承担6个学分的培养任务和
学位论文答辩工作， 中韩双方高校互派教师
授课。据悉，首批招生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工
程、化学工程等领域。

湖西大学创立于1978年，是目前韩国唯
一设有风险投资研究生院的大学，以信息技
术和网络文化内容为特色。 自2008年开办
“朝鲜语”专业以来，湖南理工学院已先后选
派120余名学生，赴韩国湖西大学留学深造。

家门口可拿
韩国博士学位
湖南理工学院与韩国高校
签订研究生培养协议

祁阳教育基金三年募资超千万元

11月6日，沅陵县龙兴讲寺，维修过后的寺庙主体古拙之韵更显浓厚。2014年10月启
动龙兴讲寺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一期工程于2015年10月全面完工。近日，二
期修缮工程启动，将修缮整个古寺。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龙兴讲寺启动二期维修

通讯员 吕志 庹炼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进入11月份以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花垣县麻栗场镇新科村各个自然寨都有了
太阳能路灯。5组村民龙超仁说：“现在我们新
科村和城里一样啦，晚上也有路灯了，可以出
来散步了。”

坐落于尖岩山下的新科村，地处湘、渝、
黔三省市交界处。这里植被繁茂，花木扶疏，
但基础设施差，人均耕地1.1亩，收入没有保
障。2015年4月，湖南农业大学扶贫工作队来
到新科村，全身心投精准扶贫工作，这个偏远
的小村庄，变得热闹而充满生机。

教授、博士进村“现场看诊”
今年6月，新科村4组村民吴兴磊的养鸡

场迎来了一件喜事，“顺达土鸡饲养专业户”
的牌子挂起来了。“我已经卖了2500多只鸡
了！”吴兴磊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

吴兴磊原是村里贫困户， 一直都有搞养
殖的想法，但是苦于缺乏资金。在湖南农业大
学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吴兴磊借了5万元无
息贷款，承包20亩山林，饲养了3000只鸡，其
中有湖南农业大学黄兴国教授推荐的雪峰乌
骨鸡1000羽。

黄兴国教授多次到吴兴磊的鸡场“现场
看诊”，讲解养鸡技术，指导吴兴磊做好养殖
防疫工作。

发展种植业也是贫困户一条增收的新
路。湖南农大为新科村的辣椒种植提供了“一
条龙”服务。今年，全村的辣椒种植面积已由
去年的50亩增至200亩。

“今年我的辣椒种植面积有50亩了，预
计销售额4万元。”一组村民石平云如今是村
里种植辣椒的大户，他对脱贫充满希望。

为了提高辣椒的种植效益， 湖南农大的
艾辛教授指导村民们分别栽培适合鲜销的、
深加工的不同品种。今年7月，食科学院的博
士团到新科村实地考察，从制作工艺、保质方
法、密封技术、口味探索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方
案，并现场指导村民制作剁辣椒。

制定委托帮扶模式，“回血再造”
一时的“输血”只能缓解燃眉之急，政府

出台扶贫政策，自己就得“回血再造”，这样才
能促帮扶生效，让村庄经济“活”起来。

工作队和村干部商量，制定了“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委托帮扶模式。村里引进的花
垣县神笔生态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现在已建
立了3个合作社，以生态开发为宗旨，集科研、

种植、养殖、休闲养生为一体，进一步将产业扩
大化，普惠村民。

工作队先后申请项目扶持资金42万元，建
成林下养殖基地、20亩红香椿基地和辣椒等蔬
菜生产基地。以公司为依托，流转了村里1250
亩土地，种植锦绣黄桃600亩、酥脆枣400亩，养
殖青蛙、石蛙30亩。

今年4月13日， 在新科村农业信息化平台
的启动仪式上， 一方屏幕连接起了湖南农业大
学和新科村之间的距离。 农业综合信息平台正
式启用，通过视频会商，远程会农，湖南农业大
学的专家教授可以通过平台直接观察蛙场养殖
情况。“建立信息化平台就是让农业科技更快更
准地传递到农民手中， 以往让村民头疼的技术
难题更是迎刃而解。”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周
清明说。

“按照计划，今年底，全村135户贫困户都将
按期脱贫。”工作队队员张顺堂满怀信心地说。

近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来村督查
扶贫工作，将新科村列为“乡村旅游示范村”，并
将投资60万元在村里建一座光伏发电站，年前
就可以并网发电， 电站的收入将全部作为新科
村集体经济收入。

“这都得益于扶贫工作队的努力。我们今后的
日子想想都幸福！”村主任龙长顺笑得合不拢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