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湖南的许多农村家庭，虽有劳动力，但过
去长期受困于大山深处，几乎无事可做，贫穷
自然不可避免。

如何让贫困农村家庭最宝贵的资源发挥
应有效益，摘掉贫困帽？湖南探索出具有新内
涵的“上山”“下海”路子，帮助贫困劳动人口
融入火热的现代经济社会建设中， 使其获得
不菲的收入，扶贫效果明显。

2016年，湖南吸纳大批贫困人口“上山”
当护林员，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保护生态、
助农就地增收； 另一方面， 创新推动劳务协
作，提供多方位服务，帮助贫困人口“下海”务
工，以劳务收入实现脱贫。

“看着林子就有钱拿”
花垣县双龙镇让烈村村民石光军， 今年

43岁，虽然身强力壮，但下地干活“刨不出几
个钱”，进山砍树“回来只能当柴烧”，日子过
得紧巴巴。

去年， 在省委组织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
协调下，石光军当上了村里的护林员，待遇为
每年1万元。“看着林子就有钱拿”，这让石光
军异常高兴。 就凭这一项， 他家里人均增收
2000元，在脱贫的道路上步入“奔跑”状态。

我省60%的国土是林地，60%的贫困人口
分布在山区林区。针对这一特殊现状，我省扶
贫、林业等部门，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选择能胜任野外巡护
工作的1.1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地转岗为
生态护林员，助其“一人护林、全家脱贫”。

据悉， 国家林业局从2016年开始在全国
全面实行天然林商业性停伐， 我省争取到工
程管护补助资金2.7亿元，其中2亿元安排到51
个贫困县，使贫困人口在生态保护中受益。

除了“看着林子”，许多与石光军一样“有
力气”的护林员，还带领当地百姓积极投身于
造林绿化。2016年，全省51个贫困县共完成营
造林664.5万亩， 贫困地区林农因此获得劳务
收入超过10亿元。

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后新增退
耕还林任务70%以上安排到贫困县， 增量任
务优先用于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我省
投入到贫困县的林业项目资金将在25亿元以
上，购买劳务等支出继续向贫困人口倾斜。

专家表示，这种“上山”模式，既保护了全社
会都需要的生态环境，又照顾了各地最需要“照
顾”的贫困人口，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有人打工就有希望”
除了“上山”当护林员，大部分的贫困劳

动力需要通过转移就业、“下海” 务工才能实
现脱贫。

我省扶贫、人力资源等部门协同作战，一
头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劳动力状况、 就业意
愿等进行精准摸底， 一头对城镇用人企业的
需求进行实时跟踪、动态调整，并对贫困劳动

人口进行适当培训，提高其劳动技能、普通话
交流水平等，促进企业和贫困劳动人口更好、
更快实现各取所需。

2016年， 全省新增转移就业贫困人口15
万。 花垣县双龙镇双龙村贫困村民施金银的
儿子就是其中一位。过去，他窝在家里，无事
可做，偶尔有事做，也多半是那种没有现金来
源的互助式帮忙。如今，他在扶贫部门的帮助
下，去北京打工，一年的收入达到4.8万元。施
金银感慨地说：“不出去，力气就不值钱；出去
了，有人打工就有希望。”

按照国务院部署， 从2016年3月开始，我
省将湘西作为劳务输出地，将广东4市(广州、
深圳、东莞、佛山)、省内长株潭3市等作为劳务
输入地，在省际、省内等多个层面开展劳务协
作脱贫试点。

试点启动后，湘西当年新增转移就业贫困
人口1.9万余人，人均月收入达2500元，有人“下
海”的家庭收入因此达到或超过脱贫线。

在试点过程中， 我省探索形成了“114”
劳务协作脱贫工作模式 (一套整体工作机制，
一个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抓好识别、对接、稳
岗、 服务四个关键环节)， 积累了可复制的经
验，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赞扬，并要求在全
国推广。

今年，我省将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将所
有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纳入劳务协作脱贫范
围， 力争帮助10万有外出务工意愿的贫困劳
动力实现稳定就业、摆脱贫困。

毛建国

早春三月，草长莺飞，正是植树好时节。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联名撰文，号召全省各
方行动起来，携手植绿护绿，建设生态强省。

“一树新栽益四邻，野夫如到旧山春”，
我国自古就有植树栽绿的传统。1979年，第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确定每
年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把插柳植树上
升为一项国家工程。而《关于开展全民义务
植树运动的决议》，强调每人每年义务植树
3至5棵，更是把植树上升为一项公民义务。

设立植树节的“初心”，旨在激发人们
爱林造林的热情， 提高大家对植树造林的
认识，促进国土绿化，达到爱林护林和扩大
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然而，随
着时代的发展， 对植树节意义的认识也在
不断发展和丰富。例如，一句“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就道出了人们无数
共鸣与心声， 而由此生发出的生态文明理
念更提升了植树节的意义。

所谓乡愁， 其实是指在人们成长记忆
中，印象最深刻的元素。绿水青山是生态环境
的根基，从来就与日久弥深的乡愁紧密相连。
时至今天，绿色仍然是现代人的乡愁主色。在
不少成年人的记忆里，乡愁就是门前的那棵
大树：孩子们生活在绿色的环境中，他们在大
树下嬉戏，围绕大树奔跑……大树是他们成
长的记忆，是属于一代代人的乡愁。

有乡愁的我们， 自然不希望我们的孩
子没有乡愁， 也不希望他们未来的乡愁是
苍白的。 虽然打造乡愁工程并不是只有植
树造林， 但植树造林显然可以生成和丰富
乡愁。由于自然条件区别，不是所有的城市
都拥有挺拔的高山， 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
拥有丰富的流水，但所有城市，都可以种植
绿色乡愁。

生态才是城市的根基， 绿色才是城市
的主色，因而，植树造林其实也是一项乡愁
工程。我们要铭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
古训， 担负起为子孙后代植入和留下绿色
乡愁的责任。“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植树
造林，需要我们撸起袖子，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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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陶芳芳 孙应德
曹丹）今天是田汉诞辰119周年纪念日。为传
承和发扬田汉精神， 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
活，今天上午，由长沙县委等主办的“田汉家
乡传承田汉精神” 主题教育活动启动式在该
县果园镇田汉故居前坪举行。 省政协原副主
席谭仲池出席。

田汉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

国近代戏剧的奠基人， 中国戏曲改革先驱，中
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
作者。他生平创作话剧歌剧60余部，其作品跃
动着时代的脉搏，彰显着强烈的革命激情。

据了解， 此次主题教育活动将持续一年
时间。期间，将组织开展田汉精神进机关、进
社区、进农村、进校园“四进”活动，以微宣讲、
音频广播、演讲比赛等方式对“田汉精神”进

行宣讲；开展音乐、书法创作、群众文艺汇演
活动；组织中小学生开展“追寻田汉足迹”假
期社会实践，开展“追寻田汉足迹”随手拍和
原创微信征集等。

活动得到了中国田汉基金会、 中国田汉
研究会的大力支持。 中国田汉基金会向长沙
县农家书屋捐赠了一批记录田汉生平事迹的
图书，田汉亲属、中国田汉基金会会长田钢专
程来到活动现场捐赠书籍。

据悉， 长沙县还将在田汉故居附近兴建
342亩田汉艺术小镇，同时新建一条连接浔龙
河村和田汉社区、全长4.3公里的田汉大道，以
撬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带动村民致富。

脱贫攻坚奔小康

“上山”“下海”谋出路
———“脱贫攻坚在湖南”系列报道之三

“田汉家乡传承田汉精神”
长沙县启动主题教育活动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天，记者从全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简
称“安责险”）工作会议上获悉，去年全省
安责险共接到有效报案105起， 总理赔金
额2000多万元；今年，将重点帮助投保企
业提高事故预防和风险管控能力。

取消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是党中央、国
务院的明确要求。我省经过多年的探索和
实践，已摸索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

去年，全省安责险工作在广泛发动的

基础上，将烟花爆竹和非煤矿山等行业列
为重点，确保保费大幅度上升，成效明显。
全年共签订保单26812份， 实现保费收入
6616万元。

今年，全省安责险保费目标为7600万
元，将建立保险公司和安全生产专业技术
机构、科研院所合作机制，为参保企业提
供扎实有效的安全技术服务，帮助投保企
业提高事故预防和风险管控能力；加大宣
传工作力度，提高全社会对安责险和事故
预防工作的认识。

去年我省安责险理赔2000多万元

今年将重点做好事故预防工作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王茜） 今
天， 记者在长沙高新区举办的湖南省第四
届医疗器械院企对接会暨2017湖南医疗器
械展览会上看到，采用3D建模的方法，将患
者患处CT扫描图像进行三维重建，完整的
呈现出患者皮肤、血管、心脏和病灶之间的
关系。通过三维数据建模软件，合理的设计
出手术方案。据了解，湘雅三医院、省中医
院等医疗机构都已经采用相关技术， 老百
姓将享有到更高效安全的医疗保障。

本次活动将举行专家讲座、行业高峰
论坛、资本和项目对接等多项活动，600余

家医疗机构负责人、300多家医疗器械企
业代表参加。活动以“匠心智造 精准对
接”为主题，搭建供需交流平台，进一步加
强我省医疗器械企业与医疗机构合作对
接，巩固和扩大省产医疗器械销售。

近年来， 我省医疗器械产业飞速发
展，年增长率达30%以上，新型数字化医疗
器械设备和3D打印医疗器械产业广泛应
用于临床。据悉，到2020年，我省医疗器械
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将达到300亿元， 跻身
全国8强， 全省医疗器械工业总产值突破
500亿元。

2017湖南医疗器械展览会在长举行
到2020年，我省医疗器械工业总产值有望突破500亿元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通讯员 万检新
龙源）3月12日，全省市县纪检监察领导干
部培训班在省委党校开班。

开班式上，省纪委有关负责人作了辅
导报告，并要求纪检监察干部要提高政治
站位，旗帜鲜明讲政治，严格遵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既严格开展监督又自觉接
受监督，要富有斗争精神，自觉加强学思
践悟。要深化改革，坚决落实“两个责任”，
贯彻“两个为主”，推进“两个全覆盖”。要
优化选用，对照“忠诚干净担当”这一根本
标准，把好选人用人关，严格干部准入制
度，大力培养交流干部，保持队伍健康活
力。要强化监督，全面从严加强干部监督
管理，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找
答案，从反面典型案例中受警醒，从“刀刃
向内”上下功夫，狠抓责任落实、监督执纪

工作规则落地、 日常监督和严格执纪，打
造一支纪检铁军。

据悉，举办本次培训班，是省纪委深入
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加强换届后市县纪委
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 培训班规
格高、规模大、人数多，省纪委常委会专题
研究、周密部署，在短短的4天里，围绕纪检
监察业务工作安排了专题辅导、工作交流、
观看电教片、分组讨论和谈心谈话。

培训期间，还组织了闭卷测试，穿插套
开2个座谈会，进行巡视巡察、派驻机构改
革、信访、村级换届等专项工作部署，全方
位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综合素质， 强化责任
和压力的传导。

全省市州纪委书记、 新进班子成员和
县市区纪委书记共222人参加培训学习。

全省市县纪检监察
领导干部培训班开班

植树造林其实也是乡愁工程
三湘时评

春耕忙
3月12日， 吉首

市矮寨镇夯腊村，村
民在耕犁秧田。惊蛰
过后，村民们抓紧农
时， 开展春耕生产，
翻土犁田，田野里一
派忙碌景象。

姚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