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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赵芸）11月5日，岳阳市南
湖广场笑声连连， 惊喜不断，5000余
个家庭前来参与“安利环保嘉年华”活
动。在愉悦的游戏中，环保理念植入到
小朋友、大朋友的心中。

该活动由中华环保基金会、 岳阳
市委宣传部、 岳阳市委网信办、 安利
（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主办。

“爸爸，这个冰箱门开着，是不是不
环保？”10岁的郝健博在“安利环保家”
游戏区指着彩绘上的冰箱询问父亲。见
父亲点头后，他立马在环保表格上填写
正确答案。记者现场看到，“安利环保家”
是一个特受欢迎的项目， 根据游戏规
则，家长可跟孩子一起参与，判断彩绘

上的30个项目是否环保，答对18道则可
通关。 工作人员提醒尽量让孩子判断，
整个比赛过程相当热闹，不时还有答案
的争论。比如说，一台没有开启的空调，
很多孩子都回答称是“环保”，而正确答
案是“不环保”，因为空调没有拔插头。

据悉，岳阳“环保嘉年华”活动将
持续两天。 活动将环保知识融入互动
游戏中，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推动全社
会关注生存环境、了解环保知识，推广
低碳环保生活方式。 现场活动设置了
11款趣味环保游戏，有关注江豚的保
护区、有体验环保交通方式的“绿色出
行”、充当打击盗猎行为的“森林警察”
等，游戏的设置均以家庭为单位，鼓励
参与者大手拉小手，共同参与。

岳阳5000余个家庭争赴“环保盛宴”

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石慧 吴红艳

晨雾刚刚散去， 花垣县兄弟河畔瓦乐渡口就
热闹起来，村民们扛锄挑筐、吆喝渡船准备过河。

60岁的龙吉林轻快地划着船过来，把船停靠
在岸边。待大家上船坐稳后，他摇桨掌舵，滑过
200多米河流到达对岸。渡船刚停下，他一个箭步
跳上岸拴住船绳。

龙潭镇金溶村村支书石金牛说，如果没有渡
船，要想到对岸去，需绕行10多公里。

一双残臂撑渡船
瓦乐渡口位于花垣县兄弟河上游，地处龙潭

镇金溶村与石栏镇排乍村之间。

以往，渡口靠有船只的人家撑船，平时不收取
本地人费用，年底渡工就到寨子里挨家挨户去“打
河粮”。摆渡又苦又累不挣钱，很多人都不愿干。

家住排乍村的龙吉林勤劳肯干，因早年在外
打工时机械发生故障，双手不慎被皮带割伤导致
轻度残疾，然而他水上功夫了得，被乡邻们称为

“水鸭子”。2012年春，村支书找到龙吉林，他二话
没说， 不仅专门请老师傅手把手的传教与训练，
还到县里参加摆渡技能专业培训，通过了海事部
门的考核。从此，与渡口结上了缘。

寒来暑往渡平安
一支木浆，五载春秋，起早贪黑……龙吉林

每天要往返两岸50多次。

从踏上渡船的第一天起，龙吉林时刻牢记安
全第一的宗旨，每天开渡前，认真检查渡船的安
全状况；严禁超载，如果人多，要分批过河，不听
劝告绝不开船……

5年来，他累计护送6万余人次，从未发生过
一起安全事故。

2015年，花垣海事部门筹资40多万元，为渡
口购置了一艘标准化渡船，龙吉林逢人便说：“党
的政策好，为民办实事。”

炎炎夏日，龙吉林在船上为乡亲们准备一壶
凉茶；寒冬腊月，他在候渡亭里烧起炭火；春种秋
收时节，遇到肩头背上搬运过重的乡亲，龙吉林
总是主动尽力帮忙；遇到办急事的村民，他就是
深夜钻出热被窝也要往船上赶。 正因为如此，他
被评为全县“优秀渡工”。

吱呀的桨声，摆渡的身影，在青山绿水间，在苗寨
乡亲们的心里，龙吉林和渡船成了一道迷人的风景。

兄弟河上摆渡人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通讯员 周
科际 王轩 记者 左丹） 今天上午， 为
期一周的第二届湖南省高校研究生法
律案例大赛在中南大学法学院拉开帷
幕。 来自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 湖南
师范大学、 湘潭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南华大学、 湖
南工业大学、 吉首大学、 湖南商学院
等省内10所高校的18支队伍报名参赛。

法律案例大赛的案例均是根据真实
案例改编、 设计。 比赛形式是选用法庭
庭审的辩论部分， 也是庭审活动最精彩
的部分。 比赛评委从法院、 检察院、 律
师事务所等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中产

生， 由组委会统一遴选确定， 并在赛前
对评委进行比赛规则培训。 比赛分为法
律意见书竞赛和言辞辩论竞赛。 言辞辩
论竞赛分为初赛、 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
初赛在11月7日进行， 复赛在11月8日进
行， 半决赛、 决赛及闭幕式将在11月13
日进行。 法律意见书竞赛将评出优秀书
状奖6项。 言辞辩论竞赛将角逐出冠、
亚、 季军， 评出优秀辩手若干名。 大赛
还将颁发优秀团队奖、 优秀组织奖。

本次大赛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学位
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中南大学承办。
据介绍， 该赛事今后将逐步由各高校
轮流举办。

高校研究生法律案例大赛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颜石敦 何东亮 吕兆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1月5日上午， 由郴州金朵高山菊业有限公

司主办的第二届金朵高山菊养生文化节在该市
苏仙区良田镇扶塘村开幕，吸引数千游客前往赏
菊、采菊、品菊。

迎着秋日暖阳，只见良田镇海拔900多米的
大山口、扶塘、渔网、菜岭、大竹山、黄家湾、堆上
等7个村庄云雾缭绕，田野、山岗上万亩高山菊花
竞相开放，金黄色的高山皇菊好似绣球，浅白色
的高山香菊宛如平盘，一片连着一片，蔚为壮观。

“哇，好漂亮的菊花！快、快，给我拍张照。”游客
们徜徉在菊花丛中，一个个欣喜不已，笑脸如花。

笑得开心的还有当地的村民。山路弯弯，一个个
菊农身着节日的盛装， 挎着一篮篮刚采下的菊花往
金朵公司加工基地送，留下一路清香和爽朗的笑声。

扶塘村种菊大户廖小茂高兴地告诉我们，他
一共种了360亩高山皇菊， 每亩可产鲜菊700多
公斤，交到金朵公司毛收入达140余万元。

廖小茂说，扶塘等7个村庄都是高寒山区，以
前，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种粮食，日子过得紧巴
巴的。2009年， 镇里因地制宜， 帮助引进金朵公
司，联合扶塘等7个村庄，采取“公司+基地+专业
合作社+农户”的企业运作模式，广种菊花，村民

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金朵公司负责人黄志华告诉我们， 近年来，

他们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其研发的速冻菊花技术
获国家专利。运用科学技术，进行菊花酒、菊花
茶、菊花饼等精深加工，通过互联网和实体店，拓
宽菊花产品的销售渠道。下一步公司打算扩大规
模，结合乡村旅游，打造现代体验式观光农业，进
一步延长产业链，带领村民致富。

金菊朵朵富村民。据了解，今年，金朵公司带
动扶塘等7个村庄种植菊花1.2万亩，进行精深加工
后产值达9000多万元。 其中直接带动420户贫困
户种植花菊2100亩，人均年增收3万元。而平时，村
民到公司打工，每天有60元的固定工资。

菊花朵朵富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