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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段云行 通讯
员 肖星群 朱广波)4月5日， 涟源市古塘乡麦
塘村， 涟源市手工编织协会会长刘恋中正在
家中指导几名妇女编织棕编产品。 棕编为协
会60多名妇女带来了不错的收入， 贫困家庭
实现了一人从业、全家脱贫。

近年来， 涟源市全面开展“巾帼脱贫行
动”，充分发挥妇女在精准脱贫中的“半边天”
作用。市妇联和市扶贫办结合本地产业现状，
着力于以小产业带动大扶贫， 发展以妇女为
主或妇女领办的示范基地。目前，已创建省级
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个，成立手工编

织协会1个。基地、协会再通过“龙头企业+农
户”“合作社+农户”等方式，帮助一大批贫困
妇女创业就业。 一些率先创业成功的女性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通过传、帮、带，以技术、产
业助推贫困家庭脱贫致富。 茅塘镇妇女周红
梅早些年通过政府帮扶，掌握了养鸡技术，改
善了家境。近两年脱贫攻坚中，她主动把养殖
技术传授给周边群众， 带动10户贫困家庭搞
起了规模养殖。

涟源市不少机关女性干部也主动请缨，投
身脱贫攻坚主战场， 到基层建功立业。 去年10
月， 渡头塘镇人大主席团副主席邱艳红被选派

担任菊花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她很快联系企业、
专业合作社等，共结对帮扶贫困对象229名。

身在基层的女村干部在攻坚战中也“不让
须眉”。七星街镇仙洞村支书曾莉带领村支两委
一班人，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引进种植泰国花旗
藕种、软籽石榴等，并发动村民在房前屋后栽种
脐橙。去年，村里有34户贫困户脱贫，曾莉也被
推荐参加全省“100名最美扶贫人物”评选。

目前， 涟源市已有1.5万余名妇女参加市
妇联、扶贫、人社等部门组织的家政技能、养
殖技术、手工编织、电商等培训，其中200余人
成功创业，1.2万余人实现就业。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欧阳常海）在桂阳县四里镇白家村，
近日发现一口民国时期铸钟。该钟原存放
于白家村一座古庙里，后庙宇被毁，被一
位村民收藏家中至今。

4月10日，记者见到了这口钟，为生铁
铸造，高40厘米，底部口径33厘米。铸有“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等铭文，共计44字。落
款铭文“广西省平乐府荔浦县居士（仕）后
裔英荣敬送国泰民安钟壹口，裕景姑婆，民

国十九年（1930）庚午孟秋月谷旦”。钟虽锈
迹斑斑，但保存较完好，字迹清晰可辨。

据77岁的村民李光宗介绍，“裕景姑
婆”是白家村的传奇人物，被村民尊称为
“大姑婆”。相传她心地善良，视别人的孩
子为己出，照看得无微不至，帮人无数，赢
得了村民的尊重和爱戴。 大姑婆去世后，
村民们为了纪念她，筹款修建了一座大姑
婆庙。每当婚丧嫁娶，村民们都要到庙里
烧香叩拜，祈求平安。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黄明军 刘国庆）“潇潇天井雨滴夜，
郁郁马头墙上花。最忆青石骑缝走，前头
四字是吾家。”今天，几位摄友在祁东县过
水坪镇明远峰村，发现大片清一色土砖泥
瓦木架结构古民居。 这些民居共有20多
处，每处都是独立的庄子，户型呈多户聚
居状态。民居建在山腰之
下梯田之上，多数房屋建
在150年以前。

据村民介绍，明远峰
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自
然村落，海拔在800米左
右，四周群山环绕，风光
优美，生态良好。该村地
处祁东县西南边界，与祁
阳县接壤， 位置偏远，交
通闭塞。一些民居由于多

年无人居住，在雨水侵袭下，不断倒塌，现
状堪忧。村里倡导村民对民居进行维修保
护。

据了解， 明远峰村古民居的发现，为
研究湘南地区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
物资料，并为当地发展旅游业提供了一处
原生态的景点。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唐世日 李贻星) 4月10日，江华瑶族
自治县档案局76岁退休干部、古文物爱好
者韩开琪， 在该县老县城走访调查时，发
现10多栋仍保存完好的明太祖朱元璋时
期所建古民居，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古
民居里仍居住着房屋的后人韩、胡、陈、徐
等姓氏人家。

10多栋古民居相连成群， 错落有致，
为全卯榫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建筑。民居内
石礅、石柱造型别致，上面雕绘有鲤鱼龙
虾图、金吾图等，形态逼真。门窗、院墙雕

梁画栋，龙凤、鸟兽、虫鱼活灵活现，栩栩
如生。马头墙在瓦浪中蜿蜒起伏，气势不
凡。

据韩氏屋主收藏的《韩氏族谱》记载，
韩氏家族古民居由其祖先韩彪公建于明
洪武十年， 韩彪公曾任明太祖朱元璋侍
卫。 古民居中保存最完好的是徐家古民
居。该栋古民居为木石结构，坐西向东，廊
道相连，典雅大方，气势宏伟，建造精美。

韩开琪多方了解研究后认为，这些古
民居都是按明朝早期风格建造的，对于研
究明朝建筑艺术有很大价值。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何云雄 周景川）“这里既能休闲， 又能学
习廉政文化，是市民周末游玩的好去处。”4月
7日， 记者在江永县城永明东路北段看到，一
个全新的公园展现在市民面前。 县纪委负责
人介绍， 这是上甘棠景区建成省级廉政文化
教育基地后，该县兴建的一个集廉政文化、生
态休闲、健身娱乐为一体的大型活动场所。

该公园取名“金龙公园廉政文化教育
基地”，总面积15公顷，一期工程投资380万

元，以大面积绿化为基础，具廉政文化、生
态、健身、娱乐等功能；二期工程投资350万
元， 修建多级健身登山道路、 休闲景观平
台、廉政文化观光亭等设施。公园里除了有
古今廉政知识， 还大量展示了传统道德文
化、女书文化、忠孝廉节文化、瑶文化、健康
文化等内容。“环绕公园一圈， 如同走在人
生的旅途中， 既能感受到古今智慧与崇廉
警示， 又能从中获得道德的教化和思想的
引导。”目前，二期工程虽未完工，但广大市

民已经赞不绝口。
同时， 为了实现廉洁教育常态化、 全域

化、效果最大化。近年来，该县在美丽乡村、全
域旅游建设中，按照“一地一品、一景一廉”的
思路，挖掘其中的廉洁元素植入乡镇片区、旅
游景点。在公路旁、街道、车站、办公楼等场所
设有2000多块宣传牌，实现了“融廉入景、融
廉入村、融廉入机关”全覆盖。江永县纪委书
记吴军臣感慨地说：“要让广大干部、 群众时
时处处能接受到廉政文化的熏陶。”

开展“巾帼脱贫行动”

涟源妇女脱贫攻坚显身手
桂阳：惊现民国“姑婆”钟

江华：600年民居仍有人住

祁东：梯田之上有清末民居

桂阳县四
里镇白家村的
民国时期铸钟。

欧阳常海 摄

江永建成廉政文化“大观园”

播种忙
4月8日，吉首市己略乡结联村，村民在播撒谷种。该市切实落实惠农系列政策，今春为4000多户农户免费发送优质稻种10700多公斤，确保农

民群众种粮得到实惠，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姚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