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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周月桂）“从消
费端指导生产端， 是步步高集团产业扶贫最
大的现实意义， 也是供给侧改革对农产品流
通提出的新要求。”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
副处长彭欣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商务部
门将着力完善农产品产销衔接体系，推进“农
商互联”，打造以电商为纽带的新型农产品供
应链，建立高效、便捷、顺畅的湖南农产品流
通体系，破解农产品卖难这一难题。

据介绍，“农商互联”是今年商务部、农业
部启动的一项创新工作， 其目的就是推动农
产品生产和流通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全面对
接，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打造以电子商务企业

为主体，上联生产、下联消费的新型农产品供
应链体系， 提升农产品流通的信息化、 标准
化、集约化、品牌化水平。

“流通企业尤其是零售终端是与市场最
密切的环节，消费者需要什么，生产端就生产
什么， 在农村进行产业扶贫有着天然的优
势。”彭欣认为，湖南有着丰富、优质的农产
品，但是由于没有规模化、标准化，难以找到
市场，零售企业直接与农户联系，其实就是一
种“订单农业”的模式，从需求端反过来指导
生产端。

彭欣表示，作为本土零售企业，步步高集
团的探索， 让湖南的农产品更好地进入销售

端，既能帮助贫困户脱贫，也能丰富超市的本
地农产品种类，满足消费者的多种需求，对步
步高本身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希望更多的农
产品流通企业，共同挖掘湖南优质农产品。

不过，彭欣也认为，目前我省的流通主体
还不够强， 仓储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还不健
全，下一步，商务部门将继续加强流通主体培
训，完善冷链物流标准体系。

彭欣介绍， 今年我省将着力完善农产品
产销衔接体系。 顺应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新
形势，加快县乡流通转型，实行虚实结合、城
乡并重，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发展电商物流，
联通我省特色农产品产地市场。

�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刘春玲）“我们做的事与步步高产业扶贫有异曲
同工之妙。”今天，网上供销社总经理曾鸣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看了湖南日报的步步高产
业扶贫系列报道后，他的第一感受就是如此。

曾鸣说，步步高集团主要依靠其500个实
体门店，建立相关体系，帮助我省贫困地区销
售农产品， 确实是产业扶贫的典范。 曾鸣介
绍，网上供销社是省供销社的直属企业，从成
立起就专注于农村电商产业， 助力农产品通
过电商平台进城， 帮助销售贫困地区的农产
品更是公司近年来的重头戏。“步步高走实体
门店，我们走电商平台，扶贫效果都很好。”

2016年， 网上供销社发挥其一直深耕农

村的独特优势， 组织建设淘宝城步馆、 新邵
馆，苏宁湖南馆等地方特色馆，在贫困县选择
一种主打产品，实行电商产业扶贫。通过组织
湖南冰糖橙、紫玉淮山等产品网络销售，全年
引导湖南特色农产品等销售10亿元以上。单
是在芷江， 网上供销社即帮助网售冰糖橙10
万公斤。2017年，网上供销社预计将为全省售
出冰糖橙500万公斤。据悉，网上供销社目前
已先后在浏阳、衡山、祁东、芷江、城步、新邵、
望城等地开展了电商产业扶贫，反响良好。

同时，网上供销社还创建电商“村博会”，
让贫困村的各种特色农产品通过网络平台直
达市民餐桌，实现“点对点”式的精准扶贫。
2016年6月18日，网上供销社在芷江五郎溪村

主办了首届“村博会”，帮助当地贫困村民网
售蜂蜜、土鸡蛋等，该村当天直接配送到长沙
的农产品销售额即达1.5万余元。

曾鸣说，新的一年，网上供销社将学习借
鉴步步高集团在拓宽农产品进城通道过程中
的一些经验做法， 继续做大做强农村电商平
台，帮助解决更多的贫困村农产品“卖难”的
问题， 助力贫困户利用最前沿的市场手段实
现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晶晶

在侗乡新晃，杨文钦、扎西志玛夫妇的
名字家喻户晓。 放弃在北京大医院工作的
优厚条件，杨文钦携藏族妻子回到家乡，行
医近50年。现在，夫妇俩都已年过八旬，仍
坚守在门诊一线。

2016年12月，杨文钦家庭被评为首批
全国文明家庭之一。此前，杨文钦家庭还被
评为第十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 湖南
“最美家庭”等。

近日，记者走进新晃，聆听杨文钦家庭
的感人故事。

志同道合定终身
在新晃人民医院外科门诊，两张旧办

公桌前，杨文钦在给病人做检查，动作缓
慢而熟练。扎西志玛坐在他对面，静静登
记病患信息。

时光倒回到60多年前。1952年，20岁的
杨文钦作为民族地区干部培养人选，被保送
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学习。后来转到医
学预科班，杨文钦实现了学医的愿望，还遇
见了他相守一生的伴侣扎西志玛。

扎西志玛来自四川康定。当时，这位
藏族姑娘扎着两条长辫子，一双大眼睛总
是含着笑。

杨文钦是班里的尖子生，扎西志玛学
习上遇到难题，常向他请教。1956年，两人
一同被保送到北京医学院深造，分在一个
班。 杨文钦喜欢这个单纯可爱的藏族姑
娘，而扎西志玛也对这个聪明勤奋的侗家
小伙颇有好感。

1961年毕业前夕，同学们聚在一起依
依惜别，杨文钦与同学击掌立誓：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 但毕业分配出乎意料，
杨文钦填了回乡服务的志愿，却被分到了
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扎西志玛被分到
了北京友谊医院。

都留在北京，杨文钦勇敢地向扎西志
玛敞开心扉，两人很快喜结连理。

夫唱妇随护侗胞
在北京，虽然生活舒适，但杨文钦始

终记着家乡，想回乡服务。1968年，他下定
决心，带着妻子，回到了贫困落后的家乡
新晃，被安排在扶罗卫生院。

基层卫生院条件不好，杨文钦和妻子
既当医生又当护士，还当清洁工，看病、动
手术、洗器械、敷药，脏活累活样样干。

扎西志玛不会说侗话， 杨文钦就给

她当翻译。杨文钦做手术，扎西志玛负责
麻醉等；扎西志玛做手术，杨文钦就给她
打下手。

杨文钦夫妇已记不清， 他们抢救了多
少危重病人。一次，一位女村民肚子肿胀如
孕妇，身体虚弱，家人已悄悄在为她准备后
事。杨文钦夫妇为她制定治疗方案，还掏钱
为她买来奶粉、鸡蛋等。1个月后，为她切下
一个26公斤重的卵巢肿瘤。

杨文钦夫妇还常常挑着手术器械，进村
入户，送手术上门。一次，一位产妇难产，夫妇
俩连夜赶去。通过做剖腹产手术，把婴儿取了
出来。但因为滞塞产道时间太长，婴儿面色青
紫，没了呼吸。扎西志玛毫不犹豫地俯身吸出
婴儿肺部的羊水，最终救活了婴儿。

医术高超，待病人如亲人，杨文钦夫妇
在当地声名鹊起。

1983年，杨文钦出任新晃人民医院院
长，他大刀阔斧改革，把医院建成现代化综
合医院。1996年，杨文钦夫妇退休，一些私
人医院高薪聘请他们，他们都婉言谢绝，继
续留在医院坐诊。

“父母的心里总是装着病人，连吃饭都
在讨论病人怎么治、手术怎么做。” 在杨文
钦女儿杨京华的记忆中，她小时候，父母总
在医院加班，医院值班室常常是她的卧室。

扎西志玛身体不太好，已不再坐诊，可
她依然陪着杨文钦出诊。近年来，她的记性
越来越差。她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条从家里
通向医院的小路。这条路上，她和丈夫牵手
走了几十年。

言传身教好家风
杨文钦家共有8人， 夫妇俩及儿子一

家三口、女儿一家三口。
“要严谨治学，自立自强，勤俭节约，孝

敬长辈，诚实正直，懂得感恩。”这是杨文钦
家训“六要”。

女儿杨京华10岁时，乡下大伯因病到县
城住院。由于与大伯不亲近，杨京华和哥哥杨
京没去探望，杨文钦严厉批评了兄妹俩。

杨文钦在北京学习期间，费用全靠哥
哥、姐姐接济。对此，杨文钦心怀感激，在自
己家并不宽裕时，全力支持哥哥和姐姐的
小孩读书。

对子女的教育，杨文钦总是用行动来
引导。嫂子来家里做客，杨文钦买来她最爱
吃的菜；妻子家乡有亲戚来，杨文钦也总是
安排得妥妥当当。

对这些，杨文钦的孙子杨序感受很深。
2016年，杨序从贵州大学毕业后，留在家
里复习准备考研。杨文钦生病，他主动承担
了照顾老人的责任。爷爷住院时，他天天陪
伴在床前。

“农商互联”破解产业扶贫“难题”
从消费端指导生产端，是步步高产业扶贫最大的现实意义

网上供销社化解农产品“卖难”
借鉴步步高经验，做大做强贫困地区电商平台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季伟

身为辰溪县商务和粮食局副局长， 龚旭
东利用分管加油站审批验收的职务之便，收
受加油站转让双方的所谓“信息费”和红包礼
金等。2016年4月， 龚旭东被县纪委给予开除
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这属于典型的不收手、不收敛，顶风违
纪。”日前，辰溪县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剖析
龚旭东违纪违法案，带来的警示非常深刻。

收取买卖双方“信息费”，捞钱
成“行规”

经过多个部门和岗位历练， 龚旭东于
2012年10月任县商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
2015年12月任县商务和粮食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

2015年2月，台商刘某找到龚旭东，想收
购位置好的加油站。 龚旭东暗示成功后要收

“信息费”。刘某表示同意。
其后， 龚旭东介绍五里墩加油站老板杨

某与刘某认识，不久达成初步意向性协议。
2015年4月中旬，刘某为感谢龚旭东帮忙

送给他5万元。2015年7月，龚旭东得知刘某收
购了加油站55%股权，又打电话向刘某索要现
金10万元。

随后，借口加油站卖了好价钱，自己牵线
搭桥“有功”，龚旭东又向卖方索要5万元“信
息费”。 因为后续还有些手续需龚旭东办理，

股东们心存不满又不敢拒绝， 最后商量决定
同意给龚3万元。后来，因卖方股东之间有矛
盾，龚旭东怕出事，一直没敢收下那3万元。

在龚旭东案中，这样所谓的“信息费”占
了违纪款的绝大多数。 因为在商务部门工作
多年，他熟悉加油站报批、验收的各个环节，
对全县加油站的经营状况了如指掌。 利用职
权和掌握的信息， 他充当加油站买卖的中间
人，干起收取买方卖方“信息费”的勾当。

龚旭东的另一捞钱之道，是在检查验收过
程中收取红包。加油站建成后，终极关口需商务
部门验收方可营业。龚旭东抓住业主想急切营
业的心态，借验收之机大肆收受红包礼金。

早在2013年3月，龚旭东组织人员验收桥头
溪乡一加油站时，就收红包2000元；同年5月，他
又在验收五里墩加油站收红包2000元……验
收收受红包，在龚旭东眼里俨然成了“行规”。
而一些加油站业主为了得到龚旭东的“关
照”，还为其送上加油卡。据龚旭东自己交待，
他3次收受加油充值卡共计7000元。

此外， 龚旭东还以到省商务厅办事需开
支为由， 向管理服务对象收取本应由单位报
销的差旅费，动辄上万元，少的也超千元。

2016年3月，辰溪县唐家人加油站收购方
老板曾某找到龚旭东， 委托他去办理该站法
人代表变更、建站批文过期等事宜。事后，曾某
给了龚旭东现金3万元。 收下这笔差旅费没几
天，龚旭东还来不及“消受”，就被立案调查。

三大警示发人深省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辰溪县纪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龚旭东走向贪腐犯罪道路，给广

大党员领导干部再次敲响了警钟。
警示一：党性缺失、价值观扭曲，导致蜕

变堕落。
该负责人介绍， 通过对案件的剖析可以

发现，人生价值观的扭曲，是龚旭东违法违纪
的根本原因。“不给钱不办事”，成为龚旭东奉
行的第一原则， 私欲和私利已经成为其第一
要务， 共产党人的信仰在其心中早已荡然无
存，堕入深渊也就势所必然。不断加强党性修
养、坚定理想信念，应当是广大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的第一“防腐剂”。

警示二：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必定滋生
腐败。

龚旭东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 其中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把权力商品化，将其作为谋
取私利的工具。领导干部作为权力的拥有者、
实施者， 要好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谋
福利，要始终坚守廉洁从政底线。否则，贪欲
的闸门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

警示三：责任缺失、监管缺位，主体责任
成“无物”。

剖析龚旭东一案， 还不难发现，“两个责
任”、 特别是主体责任在辰溪县原商务局成了
“无物”。前任局长因私设“小金库”被免职，接任
的局长又因同样的问题出事，前任局长定下来
的明显违规的制度，后任局长“坚决”执行。

“‘一把手’如此做，还能硬起腰板去监督
班子成员吗？”该负责人表示，“龚旭东的案件
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全面压实‘两个责任’，一
把手带头，以上率下，强化监督管理，加强制
度建设，才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
最大限度减少违纪行为的发生。”

文明家庭 三湘楷模

侗乡行医近50年
———记首批全国文明家庭新晃杨文钦家

� � � �杨文钦（前排右二）、扎西志玛（前排左二）夫妇和家人合影。 通讯员 摄

三湘风纪

吃了买方吃卖方，以权捞钱花样多
———辰溪县商务和粮食局原副局长龚旭东违纪违法案剖析

家庭农场
“引爆”乡村游

1月2日，宁远县城郊
果优美草莓家庭农场，游
客在采摘草莓。 近年来，
该县发展集特色农产品
生产与农业休闲观光一
体的家庭农场200多个，
吸引了众多游客。
张国姣 李 萍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廖彬富）“作为乡里的乡风监督员， 就要履
行好职责， 为打造清廉乡风做出贡献。”日
前， 说起这段时间既要讨论修改村里的村
规民约， 又要对村里水泥路硬化工程建设
情况和资金进行监督， 担任乡风监督员的
临澧县烽火乡退休老教师杨新臣乐呵呵
地说。而他，是临澧县聘请的500余名“新
乡贤”廉洁监督员中的一个代表。

近年来，为打造清廉乡风政风，临澧县
纪委按照品行优、威望高、群众公认等标准，
聘请了500多名老党员、退休老干部、老教

师等“新乡贤”，组成廉洁监督员队伍。这些
监督员， 既是党风廉洁建设义务监督员，了
解收集村民们对乡镇各项工作、对乡村干部
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情况反映，加强对村
民反映的难点热点问题的落实情况进行监
督， 对党风廉洁建设和民生项目的执行、进
展和效果等情况进行监督，又是党风廉洁建
设义务宣传员，口口相传营造浓厚的反腐倡
廉舆论氛围，深受百姓欢迎。“新乡贤”廉洁
监督员逐步成为临澧县廉洁监督的生力军，
仅去年就提出各方面建议100多条，促进了
对存在问题的专题研究和查核落实。

临澧500“新乡贤”成廉洁监督员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宁远是我永远的根！”新年伊始，远在
英国的11岁永宁畅给宁远县社会福利院
负责人发来信息。

去年12月22日， 永宁畅与英国养父母
马可·马丁、 弗兰西·高迪诺回到阔别9年的
“家”———宁远县社会福利院。虽然永宁畅离
开时还没有记忆，但她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
特别亲切。永宁畅兴奋地给大家表演自由体
操，唱歌。大家回报以热烈的掌声。

2005年8月， 有人在宁远县职业中专
门口，捡到出生不到一个月的永宁畅，把她
送到该县社会福利院。 当时照顾她的保育
妈妈艾珍云告诉记者：“永宁畅小时候很文
静，从不挑食，白白胖胖的，非常可爱。”

2007年2月27日， 永宁畅被同是英国
伦敦动物保护协会会员的马可·马丁、弗兰

西·高迪诺夫妇领养。 夫妇俩告诉记者，永
宁畅聪明可爱， 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幸福和
快乐。马可·马丁说：“这次寻根回访，是要
永宁畅正确看待自己的特殊经历， 感受厚
重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 增进对出生国的
认同和热爱，对她将来的成长会有帮助。”

永宁畅4岁时，马可·马丁夫妇送她到
体操学校学习。 弗兰西·高迪诺对记者说：
“永宁畅很刻苦，为了练好一个动作，经常
废寝忘食。”永宁畅进步很快，她目前是英
国国家体操队队员，2016年7月，永宁畅参
加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杯邀请赛， 获得青
少年组冠军。

马可·马丁一家为福利院的孩子们带
来了毛毯、布娃娃、衣物和玩具。在福利
院，大家像老朋友一样热情交谈，马可·马
丁夫妇伸出大拇指直夸：“这里的亲人非
常友好！”

“宁远是我永远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