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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欧阳万里 刘长友

“清水村里清水流，土地整治人
不愁。产业兴，有盼头；房子住得好，
生活乐无忧……”1月5日，站在刚完
工的村活动中心广场， 隆回县荷香
桥镇清水村村委会主任阳征钝哼起
了自编的民谣。面对记者，他感慨地
说，“要不是省国土资源厅倾情帮扶，
我们村可过不上现在这样的生活。”

2015年4月，省国土资源厅扶贫
工作队进驻清水村， 带领村民整治
土地、修建道路、改造危房、兴办产
业、引来清泉……至2016年底，全村
已有45户106人摘掉贫困帽，占村里
贫困人口总数55%。

用活国土资源
清水村属高寒山区， 土地石漠

化严重，自然条件差、村民收入低。
2014年，全村305户村民中有98户是
贫困户。

2015年4月， 省国土资源厅工作

队出发时，厅党组书记、厅长方先知嘱
咐他们：“扶贫开发要立足清水、放眼
隆回，可复制、可推广……”

带着重托，工作队驻村后，广泛
走访调研， 积极用足用活国土资源
政策，实施土地开发、土地综合整治
等项目10多个， 总投资已达1500万
元以上。所有项目工程预计今年3月
前全部完成。

“以前土地流转租金每亩每年
30元都无人过问，现在200元都有人
抢着租。” 说起土地开发升值“红
利”，清水村党支部书记刘建权高兴
地说。

拓宽致富渠道
扶贫不等于济贫， 产业扶贫才

是精准脱贫必由之路。
如何将土地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2016年9月， 工作队促成隆回蔬
菜种植大户陈柏利来村里承包山地
400亩，成立清水村鑫茂富硒蔬菜专
业合作社，建设果蔬种植基地。现有
10来名贫困村民在基地务工， 村集

体通过流转土地每年可收入2.4万
元。

工作队还帮村里成立沃农养牛
专业合作社，建立养牛基地，现在存
栏肉牛216头。2016年，合作社社员、
贫困户肖六长卖出3头牛，净赚9000
多元；种烤烟4亩，收入8000余元，实
现了脱贫。

工作队还争取60千瓦光伏发电项
目落户清水村， 并帮助村民发展油茶
种植等，使清水村逐步形成富硒种植、
光伏发电、特种养殖等特色产业。

做足民生文章
村名叫清水村， 可村里遍地石

窝窝， 严重缺水， 大部分村民从池
塘、水库挑水喝。

“安全饮水是大事！”方先知向
工作队提出，“特事特办，
边找水源边完善相关手
续。”2016年11月初开工钻
井，如今已钻6口井，累计
深度达620米。 其中第一、
第五口井每天总出水110

吨。
为解决村民无房、 危房问题，

2016年6月，工作队争取到省“百村
示范”新农村建设指标，确定39户无
房户、危房户集中连片建房，由工作
队筹集100余万元完成宅基地“三通
一平”，后期建房户还能享受易地扶
贫补贴。

1月5日， 在清水村清水塘集中
建房点，记者看到，39户集中连片建
房主体工程已完成， 房前屋后路面
已完成硬化。

为圆村民们的脱贫梦， 工作队
队长綦峰刚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经
常忙到深夜。队员杨潜，妻子临产前
两天还在村里奔忙， 孩子出生刚一
周，他的身影又出现在村里。他们累
并快乐着。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王
文隆 通讯员 陈郁琳）1月9日上午，
浏阳市爱心网友联盟成立的“网友
爱心屋场”，在该市中和镇雅山社区
水口屋场挂牌，10多名网友代表来
到屋场，给当地贫困户、孤寡老人送
去慰问金与物资。浏阳市城建集团、
凌志装饰、 康美国际医学美容机构
等爱心单位也派代表参加了活动。

雅山社区位于中和镇北端，是
省级贫困村。2016年11月3日，浏阳

市义工联、 公益救援队等10余个公
益团体及个人发起成立浏阳市网友
爱心联盟， 随后选定中和镇雅山社
区水口屋场为“网友爱心屋场”，将
开展系列爱心活动进行帮扶。

浏阳市网友爱心联盟负责人介
绍，今年，联盟将以季度为单位，开
展春播·创业帮扶、夏凉·快乐暑假、
秋收·果实义卖、 冬暖·夕阳长红等
主题爱心活动， 切实帮助水口屋场
贫困居民。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毛敏轩
姚学文 黄军山）2016年，长沙市新
建、扩建义务教育学校25所，新增学
位3.6万余个，“上学难”得到进一步
缓解。这是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7
年长沙市教育工作会议上获得的信
息。

2016年，长沙市教育发展成效
显著 ， 全市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100%，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
96.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72%以
上， 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10、
32个百分点。

2016年，长沙市还推行了一系

列教育惠民改革新政，率先在全国
推行小学生“减负六条”“8时30分
上课”等；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零
择校”目标；全力推进义务教育“大
班额”化解工作，小学、初中起始年
级班额分别基本控制在50人、55人
以内。同时，为缩小城乡差距，推进
教育均衡发展 ， 长沙市安排近
3000万元用于省定贫困村学校建
设，安排292名教师到西藏、新疆、
邵阳、怀化等地支教。投入免补资
金10.7亿元，让79.5万人享受免学
费入学，9.45万名贫困学生获得资
助。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曾迪 陈
永刚）今天，“到人民中去”———长沙
市送文艺下基层文艺志愿服务系列
活动，在长沙县江背镇启动。

启动式上，周卫星、原野、刁
子等来自长沙市曲协、剧协、音协
的演员为观众带来了相声、小品、

歌舞、 杂技、 长沙弹词等精彩节
目，赢得观众阵阵欢笑声。长沙市
书协的书法家们撸起袖子挥毫泼
墨，为当地群众书写春联、献上祝
福。 长沙市文联主席何立伟代表
市文联，向江背镇捐赠了3万元文
艺惠民资金。

惜土如金巧筹划
株洲县一年“抠”出
建设用地600余亩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通讯员 王

婷 熊军 记者 周怀立）“株洲县土地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工作值得肯定。”1
月10日，省国土资源厅项目验收组来
到株洲县淦田镇宏图村， 实地检查验
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对该
县工作予以肯定。

2016年，株洲县通过复垦采矿用
地、农村闲置宅基地等，共新增城镇建
设用地604亩， 被评为全国国土资源
节约集约模范县， 并获得奖励用地指
标500亩。

为在保护耕地的前提下， 解决建
设用地问题，从2014年开始，该县采
取措施，盘活农村废弃用地，推进土地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缓解了用地紧张
局面。探索过程中，总结出行之有效的

“淦田节地模式”“堂市节地模式”。淦
田镇通过复垦农村闲置废弃宅基地，
增加了城镇建设用地。 堂市煤矿因长
期地下开采，形成多处采空区，造成70
栋房屋开裂。通过拆旧复垦塌陷区，新
增城镇建设用地82.5亩。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谭珍利）1月10日晚, 衡东
县举行“洣水之光———我是衡东人，我
为衡东做什么”演讲赛、征文赛暨“最
美志愿者”“最美志愿团队” 评选颁奖
典礼。

据介绍，为弘扬正能量、树立新
形象、提升影响力，在全县营造干事
创业、加快发展的浓厚氛围，从2016
年10月开始，衡东县深入开展“我是
衡东人，我为衡东做什么”主题大讨
论及演讲赛、征文赛系列活动。根据
网络投票和主办单位评审意见，最终
评选出10个“最美志愿团队”、10名
“最美志愿者”。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李川）1月11日，记者
从郴州市文物处获悉，文物考古专
家近期在该市苏仙区坳上镇走马
岭村发现一处古代壁画墓。墓壁后
墙体砖柱上有南朝彩绘壁画，壁画
上2个侍女图像栩栩如生。 根据青
瓷盏、 铜唾壶等随葬物品推测，该
墓年代为南朝晚期，是目前我省发

现的最早壁画墓。
这处壁画墓长14米多、 墓框

宽2米，2个侍女图像用流畅而简
约的线条绘制在白灰面上。 左侧
年轻侍女呈站立姿势，细腰、双环
髻、宽额、细眉、小嘴，下巴略圆、
眉目清秀、双手下搭，作回眸状。
其上身着两档短衫，高开领露肩，
长袖，胸口处围腰打花结，下身长

裙曳地。右侧侍女身体微胖，头发
茂密，高鼻小嘴，下巴略尖，脸显
老态，两眼半闭，服装与左侧侍女
相似。

据了解，近年来，考古专家在
走马岭一带发现了较多汉晋南朝
时期墓葬，证明此地当时居住了较
多民众，是一个中转驿站或区域中
心地带。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李
文峰）“真高兴收到新年大礼包，里
面有我喜欢的新书包、新书籍、新衣
服， 还有助学红包哩……”1月10日
下午，“红领巾星基金慈善行” 走进
株洲县山区小学———淦田镇官塘小
学，开展“爱心助学、扶贫帮困”活
动。 官塘小学三年级特困学生唐水

姣对前来送温暖、 献爱心的叔叔阿
姨说，一定克服困难，做一个热爱学
习、乐于助人的优秀少先队员。

团省委、省少工委和株洲市有
关领导及社会爱心人士等参加了
这次爱心捐赠活动。作为红领巾星
基金创始人之一，省少工委副主任
邓宇光介绍，红领巾星基金由一群

热心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士
发起，于2014年成立，以爱心带动
企业家关注关爱需要帮助的学生，
为山区学生送温暖，为贫困孩子提
供帮助。此次活动中，红领巾星基
金志愿者和爱心人士与株洲县30
名贫困小学生“结对助学”，将为他
们提供精准帮扶。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女儿这条命是罗爷爷用生命
换来的，他是我全家的恩人。”1月6
日，冬雨淅沥，寒风袭人。衡山县店
门镇茶园村村民符安新和女儿小
芝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该县开云
镇退休干部罗学云墓前，深深地三
鞠躬。

符安新告诉记者， 一年前，罗
学云为救小芝，勇斗歹徒，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新年伊始，罗学云被
评为衡阳市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2016年1月15日下午3时左右，
在长沙读书的小芝放寒假回家，在
店门镇钢材市场下车。这时，犯罪
嫌疑人聂某某骑着一辆摩托车出

现在小芝身边， 得知她要去茶园
村，便将她的行李箱放上车，表示
可以同路送过去。

摩托车经过107国道茶园路
口，聂某某见色起心，没有左转去
茶园村方向， 而是继续在107国道
上行驶，说带小芝走“小路”回去。
小芝察觉聂某某行为异常，便要求
下车，遭到聂某某拒绝。车又行约
30米后， 小芝从摩托车上跳下来，
并向正在附近砍柴的64岁的老人
罗学云求救。

一开始，罗学云以为是两口子
吵架。 小芝马上否认：“他是抢劫
犯，我不认识他。”罗学云马上伸出
柴刀柄，将小芝拉上山坡。聂某某
恶言威胁：“老人家多管闲事，我就
杀了你。”罗学云觉得不妙，招呼小
芝往山上跑，自己却被聂某某用一
把刀砍倒在地。

“后来，小芝逃脱了，罗爷爷却
再也没有醒来。” 符安新哽咽道。3
天后， 穷凶极恶的聂某某落入法
网。

在罗学云墓前，符安新对罗家
人说：“任何东西都无法报答罗爷
爷的恩情，符家人愿意用一生来感
谢他。”

罗学云的老伴李春莲回忆，事
发当天， 有几只鸡在菜地里啄菜，
于是罗学云拿着一把柴刀，上山去
砍杉树枝，用来扎篱笆。

至今， 李春莲仍无法相信丈
夫真的离开了她。 丈夫生前亲手
做的几把椅子，她每天擦了又擦。
坐在屋前， 她总是想起丈夫和自
己说话时的样子。李春莲说，丈夫
生前，里里外外的事都是他做。门
口那堆码得高高的柴火， 就是他
留下的。

“清水”长流润心田
———省国土资源厅隆回扶贫记

浏阳“网友爱心屋场”挂牌

2016年长沙
新增学位3.6万余个
新建、扩建义务教育学校25所

长沙启动“送文艺下基层”活动

衡东评出最美
志愿者及团队

郴州发现南朝晚期壁画墓

老百姓的故事

“符家人愿用一生来感谢他”
———记衡阳市见义勇为道德模范罗学云

“红领巾星基金慈善行”走进株洲县
与30名贫困小学生“结对助学”

春节将至
年味浓

1月11日， 沅
陵县天宁市场年
货琳琅满目， 充
满了浓浓的年味。
市民纷纷来此选
购灯笼、 中国结、
对联等， 为春节
做准备。

瞿宏红 摄

奖级 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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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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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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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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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800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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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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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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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等奖
七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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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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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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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81 1040 292240

组选三 392 346 135632
组选六 0 173 0

9 90
常翻《警示录》
当好贤内助

通讯员 王明义 辛怡林

“以案为鉴明得失，以人为鉴知
廉贪。争做廉洁贤内助，常吹警语‘枕
边风’。”这首打油诗，近日在临澧城
乡广泛传颂。

春节将至，临澧县纪委将去年的
34例违纪案例，图文并茂编辑成《警
示录》，印刷5万份，春节前夕发至各
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及全县10个乡镇、
160个行政村负责人的手中。

据悉， 全县已有183名贤内助向
各级纪委递交了责任状，有13名村级
班子成员主动向纪委说清问题。

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杜权华说
得好：“希望大家从身边的腐败案件
中吸取教训，始终守住底线，坚决不
碰高压线。要牢记‘公生明，廉生威’，
一个‘廉’字重千金。”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袁光宇 林道珍

1月4日一大早，家住塘玄湾村4
组的梁来池老人起床后对瘫痪在床
的62岁妻子于成玉说：“老太婆，明
天是腊八节， 我去山上挖点笋子回
来，给你做冬笋炒肉。”

梁来池说完背起柴刀、 扛起锄
头出了门。

中饭时间过去了， 老伴没有回
来；晚饭时间过去了，老伴还是没有
回来。

于成玉心神不定，饥饿难当，开始
狂躁起来。儿子儿媳外出做小工，不到
深夜回不来；孙子孙女在学校寄宿。自
己又全身瘫痪下不了床……天完全
黑后，梁来池仍旧没有回来，于成玉清
醒地意识到：老伴一定出事了！她突然
拼尽全身力量，向着黝黑的夜空发出
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

得知情况， 村支部书记付舒斌
立即召集其他3名村干部前来商讨
对策。4名村干部一边好言安抚于成
玉， 一边给老人家的亲戚朋友逐个
打电话查问下落和报知险情。 与此
同时，发动村里的应急队员、党团员
开始在附近展开寻找。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越
发冷了；夜，更加深了。

“一刻都不能再耽搁了！立即报
告派出所请求支援； 动员全村一切

可以动员的力量到大山里搜救！”半
夜时分，付舒斌果断下令。主持所里
工作的教导员李德文立即召集全所
18名干警和辅警火速赶赴塘玄湾，
连同村里的50余名突击队员，分成4
个搜救小组，由村干部带队，分别前
往洛口山、金家坝、栗坪和新冲4个
方向进行地毯式搜寻。4个多小时的
多方搜寻，依旧不见梁来池的踪影。

1月5日凌晨5时，塘玄湾村活动
中心的高音喇叭划破寒冷的夜空，
骤然响起。

“凡是在家的，一律抓住天快亮
的机会，一起上山搜寻梁来池老人。
注意，每个搜寻小组3人，每组至少
要有一名青壮年带头， 大家一定要
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村支书付舒斌
的声音已经完全嘶哑。不一会儿，一
支200多人的警民搜救队伍，再一次
像一张大网一样， 撒向塘玄湾的远
山近林……

胜利， 定格在2017年1月5日凌
晨6时32分27秒!
� � � �在洛口山南端，一座海拔700多
米、名叫高油山的山顶上，奄奄一息
的72岁老人梁来池终于被成功找
到。原来，老人不慎踩中狩猎装置，
被困在深山动弹不得。

“是大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
谢民警，谢谢村干部，谢谢各位父老
乡亲。”1月6日， 躺在病床上养伤的
梁来池老人说。

腊八节里大搜寻

侍女回眸，一笑逾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