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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米承实 毛文建 雷宇） 灰色
真石漆外立面，格子玻璃窗，仿古设计的
房檐……在辰溪县老城区辰阳镇柳树湾
余家巷，一栋两层楼房经过维修改造，穿
上了仿古的“外衣”，充满了古典韵味。据
了解，目前，辰溪县老城改造已完成规划
设计、主干道提质和样板房改造，并实施
了19栋房屋的立面整饰工程， 启动了防
洪堤建设和46栋古建筑修复， 一座既具
丰富历史文化内涵、 又具现代气息和浓
郁湘西特色的古城即将呈现在世人面

前。
公元前205年辰溪置县，因地处水路

要冲，自古以来，屈原、王阳明、林则徐、
沈从文等名流纷纷造访辰阳古镇， 留下
不少诗词名作。“小小石头城临水倚山，
建立在河口滩脚崖壁上……上下经过的
各类船只，都要泊在柳树湾的岸边……”
沈从文曾这样描述辰溪县城。现在，辰溪
老城区柳树湾依然保留着古巷道6条，会
馆、 窨子屋等古建筑110余栋，30余方摩
崖石刻镌刻在沅水之间的悬崖绝壁上。

为了挖掘历史文化，再现沈从文笔

下的柳树湾美景，去年，辰溪县决定投
资5亿元，对老城进行提质改造，把以柳
树湾为核心的老城区，打造成为建筑古
朴典雅、文化丰隆厚重、商业繁荣昌盛、
旅游兴旺发达，宜居、宜业、宜游的历史
文化名城。对保留下来的老建筑，按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系统修复；对区域
内的现代建筑，进行仿古改造。重点
保护修缮明代古城墙、 瞿童仙井、小
桥井、辰阳水驿码头、奎星阁、杨任故
居、湘乡会馆旧址；重建锦岩塔、中南
门古城楼等， 挖掘整理善卷归隐、屈

原涉江、大酉藏书等历史典故，增加古
城魅力。

同时， 辰溪县对老城区基础设施进
行全面改造。 实施了电线等线路入地工
程，建设了污水和雨水管道，增设了消防
设施， 为老城区合理植入现代元素，使
“里子”更加适宜居住与生活。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李先志 李红忠）“今年来， 我们县
的风电建设来势良好。目前，大桥、塔峰
风电场已经全面开工建设， 截至今天项
目建设施工作业面已有6个工作面全面
铺开建设，设备也会同时跟进，以确保建
设项目年底并网发电。” 4月18日， 蓝山
县风电指挥部相关负责人目睹项目建设
火热的场面高兴地介绍。

蓝山，位于我省南部边陲，其地貌
以山地为主，主要山岭脉络清楚，呈南

北走向，两侧突起，中间凹陷，为当地提
供了十分丰富的风能资源。该县年大风
天数在40天以上，7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
在6米/秒以上，最高可达7.9米/秒，是我
省西南部地区风能资源较好的区域之
一，具备很好的开发利用价值。

近年来，蓝山县委、县政府通过深
入调研发现，提出大力发展国家支持的
清洁能源风电产业的战略，并高起点谋
划，高规格推进，出台了《百万千瓦生态
清洁能源建设实施意见》， 全县风电开

发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期间，蓝山优
质的风力资源吸引了省内外各家投资
商，先后引进中国华电、中国电建、中电
工程等世界500强大型国有企业， 开发
蓝山风电资源。“我们的这个项目是通
过激烈竞争得来的，所以我们要用心努
力把项目建设好。”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湖南分公司项目负责人陈奇回想项目
开发协议签订前的角逐，至今仍然感慨
万千。

目前，蓝山风电开发项目建设不仅

进展顺利，并被列为2017年省市重点项
目。而总投资40亿元，总装机40万千瓦
的大桥、塔峰、四海坪、白毛坪、紫良等5
个风电场列入了国家能源局、 湖南省
2016年实施计划。据蓝山县发改委负责
人介绍，今年开工建设45万千瓦，其中
20万千瓦并网发电， 且每5万千瓦风电
场每年可纳税1600万元左右。 目前，项
目建设业主单位正在将大桥、塔峰风电
场作为蓝山风电项目的“典范和样板工
程”打造。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成丹丹
陈月红）今天，走进永州市中心城区，只见道路干净整洁，
休闲绿地越来越多，招牌、广告更加规范……这是2015年3
月，永州市荣获“国家卫生城市”称号后，进一步巩固、提升
创“国卫”成果，带来的新面貌。

2015年以来，该市把国卫工作重心从“创”向“巩固”
“提质”转变。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美化城市面貌，
优化群众生活环境。 投入27亿余元， 提质改造中心城区
永州大道、双洲路、南津路、长丰大道等69条主次干道。
投入2.7亿余元，立面改造零陵路、湘江东路、翠竹路等路
段。 污水处理能力从20万吨/日提升到25万吨/日。 进一
步强化环境治理，关停湘江纸业有限公司，关闭、淘汰、
退出城市规划区内建筑用砖厂34家。 取缔水上餐厅13
家、网箱养鱼户282户，清理水面230亩。中心城区实现全
面“禁燃”。

同时，该市依法强化市容市貌整治，累计清理占道经
营4.7万处、店外经营9.5万多处;取缔夜宵市场(含马路市
场)96处;治理违规广告牌匾、灯箱等4.1万处;清除牛皮癣广
告3万余平方米。规范整顿建筑工地20余处，依法拆除占道
棚子900多处。坚持日常巡查与明检相结合，临街门面、单
位与管理部门签订“门前三包”责任状20068户，并一一建
立台账，“门前三包”管理实现常态化。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周俊 伍实强）
“祖辈留下的遗产， 不能在我们手上荒废
了。”4月19日， 新化县紫鹊界地区老庄堂
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罗崇铁，在为复
垦旱化梯田而忙碌。该合作社已累计复垦
旱化梯田近100亩。去年来，新化已累计
完成紫鹊界地区旱化梯田复垦949亩。

紫鹊界梯田位于新化县西部山区，
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全国首批19个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一。近年来，由于抛耕

弃耕和农业配套设施滞后， 紫鹊界梯田
旱化严重，景观资源逐步消退。据估算，
紫鹊界核心景区14个村梯田旱化面积约
为2000亩。

去年，新化全面启动梯田旱化治理工
作，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项目带动，
走“产业治旱”之路。在梯田核心区水车
镇，成立了龙普、贡米岭等8家粮食种植合
作社和家庭农场，以恢复农业生产方式推
进旱田复垦，共完成复垦380亩。同时，通

过打造旅游亮点， 加速梯田旱化治理。白
水、石丰等村在旱田上建立起了150亩彩
色稻基地，锡溪村、老庄村等村集中连片
打造油菜花基地，盘活抛耕梯田。

新化县政府安排资金500万元，紫鹊
界风景名胜旅游公司从门票收入中提取
5%，用于梯田保护和旱田治理。县里根据
梯田治理难易程度，对景区内种粮大户实
行梯级奖励，对梯田复垦、梯田资源保护
有突出贡献的村民颁发梯田卫士奖。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徐虹雨 易长龙

“从去年开始，我在供电所建议下，淘汰了大部分老式
炒茶设备，使用电炒茶，一年纯利润增加了5万元。”4月19
日，面对前来协助进行新设备调试的供电所员工，石门县
壶瓶山镇管山村壶峰绿茶叶加工厂的茶农盛孝伍脸上挂
满笑容。

盛孝伍的茶厂一直采用以木柴、煤炭为燃料的设备制
茶。木柴、煤炭灰尘多、气味重，一天茶叶加工下来满身灰
尘，请人砍柴、买煤炭开支大，而且烧木柴、煤炭温度、火候
难以控制，经常糊叶烧胚。“作了几年茶，差点亏了本。”盛
孝伍有点郁闷。

去年2月， 国网石门县供电公司壶瓶山供电所来到
盛孝伍的茶厂，帮他整改室内线路。看到他还在使用老
技术制茶，便向他介绍了“以电代柴”的制茶新技术。盛
孝伍眼前一亮，立即着手对老设备进行改造。供电所也
协助进行了外部供电线路升级。 由于当时还有些疑虑，
担心用电炒茶，电费成本会更高，盛孝伍保留了几台老
设备用来进行成本对比。一年下来，盛孝伍终于放下所
有包袱。制茶用电执行的是农业生产电价，每千瓦时只
要0.5487元，比居民生活用电还便宜。关键是以电代柴，
茶叶在炒制过程中温度容易控制，茶胚受热均匀，产出
的干茶品质好多了。

以电代柴一年，盛孝伍完成绿茶加工7.5万公斤、芽茶
1100公斤， 销售额达120万元， 净利润比上年增加了5万
元。茶叶销路好，鲜叶收购价水涨船高，当地群众种茶积极
性提高，今年种植新茶100余亩。

盛孝伍以电代柴节约了成本， 周边茶农纷纷效仿。目
前，石门县已有110家小型茶叶初制厂实现以电代柴。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陈鸿飞）
今天上午，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禁
毒公开宣判大会。 对被告人杨荣故意杀
人案、被告人郜大朋等8人贩卖运输制造
毒品案、被告人伍伶俐等4人贩卖运输毒
品和非法持有毒品案等3起涉毒案共13
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宣判。

据介绍，被告人杨荣系吸毒人员，去

年7月30日持刀杀人致死，一审判处其死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郜大朋、
宋战垒等8人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中，
郜大朋、宋战垒先后制造、贩卖、运输氯
胺酮（成品）共140.89公斤、氯胺酮半成
品713.5公斤。一审判处郜大朋、宋战垒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判处王军强、陈勇死刑，缓期

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其余4名被告人被分别判
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被告人伍伶俐、
周兴旺等4人贩卖运输毒品和非法持有
毒品案中，伍伶俐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其余3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黎小湘

“卓儒年不当支书了，要让贤给有能
力的年轻人”“我们要去镇党委联名请
求，让她最少还搞一届，年轻干部还不放
心”…… 4月中旬，在慈利县通津铺镇后
溪峪社区，换届选举正在进行，听说当了
45年社区（村）干部的老支书卓儒年主动
让贤，居民们议论纷纷。在大家眼里，卓
儒年有能力、会干事、威信高，为什么不
干了呢？

卓儒年今年67岁，按规定，她不能继
续担任社区党支部书记。刚好，她也想退
下来，好好照顾病中丈夫。可没想到，这
事在村里引发了一场“风波”。

后溪峪社区有 10个居民小组共
1080人，虽有2个临街组，其余8个小组
均在大山里面，“三山两溪一条河，瘦坡
烂地岩壁多”。 卓儒年从22岁当小组长
开始，已当社区（村）干部45年，其中任
党支部书记18年。 她热心为村民办事，
积极争取项目跑资金，带领村民改善基
础设施，大力发展生产。如今，后溪峪社
区已完成农网改造，通组道路全部实现
了硬化， 还有9个居民小组吃上了自来
水。田湾组的杨笛梅说，就因为通了路，
家里每年产的5000多公斤柑橘能卖个
好价钱。

去年初， 村里小伙子黎昌剑辞去在
长沙的工作，回村办起了土鸡养殖场。卓
儒年带着他到信用社贷款解决资金，找
镇防疫站指导技术，联系市场拓宽销路，
一路“保驾护航”，养鸡场养鸡规模现在
达到了1万只。

面对大家的执意挽留，卓儒年表示，
作为一名党员，还将发挥余热，继续为群
众服好务。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采茶了！”新化县奉家镇渠江源村
残疾人李洪玉家门庭若市。 进入4月，数
十名妇女走进李洪玉的茶园，给他采茶。
李洪玉经营的茶园已创奉家镇3个纪录：
规模最大，质量最好，收入最多。李洪玉
也被誉为“奉家茶王”。

李洪玉1岁时，跟着奶奶在家。因一
位邻居喊奶奶过去帮一下忙， 李洪玉不
慎坠进火塘里，左手与脸部被烧成重伤，
酿成终生残疾。祸不单行的是，同年3月，
小洪玉又染上天花，奄奄一息。在大家都
认为他不行了时， 小洪玉又奇迹般苏醒
了。“大难不死”，才有了今日“茶王”。

因为有一脸疤痕， 李洪玉上学时沉
默寡言，喜欢独处。这也养成了他独立思
考的习惯，学习成绩优异。也因为一脸疤

痕，1978年，他放弃高考的机会。当时，全
家11口人吃饭，生活极其困难，他努力劳
动， 拼命赚钱， 以减轻父母亲的负担。
1981年6月，父亲去世，兄长成家另立门
户，李洪玉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李洪玉说：“我们川坳的茶很有名，
能卖个好价钱。我家有好几亩茶园，一年
的主要收入是卖茶叶。我尽管身体残疾，
但我没有被命运压倒，全身心投入，经营
茶园。”1989年， 李洪玉承包了几百亩土
地，办了村里最大的茶场，逐步掌握了茶
叶种植、茶园管理、茶叶加工等技术。那
些年，他起早摸黑守着几百亩茶园除草、
施肥、采茶、加工。由于左手残疾，他无法
正常使用农具， 伤疤处常被锄头磨破发
炎。正常人10分钟能干完的活，他要干一
个小时。产出的茶也全部自己用肩膀，挑
到集市上去卖，来回要走近10公里山路。

李洪玉的勤劳， 深深打动了一位采
茶姑娘的心。1991年，姑娘主动向他表白
爱慕之情。他说：“我们的媒人是茶园！”

2011年，李洪玉成立新化县桃花源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2014年， 他打造的
“蒙洱冲茶”和“紫鹊十八红”，双双荣获
第六届湖南茶业博览会“茶祖神农杯”
金奖。去年，他新开发有机蒙洱茶基地
3000亩，全力打造蒙洱茶、錾字岩茶、
月芽茶、錾字岩毛尖、紫鹊十八红等品
牌。

李洪玉不善言辞。可一回到奉家山，
回到绿油油的茶园里， 他立即像换了一
个人，变得灵活、聪颖。两年来，李洪玉的
公司帮扶了80多户贫困农户， 其中残疾
人10人。在李洪玉等人带动下，如今渠江
源村家家户户种茶、加工茶。渠江源茶业
也成为了奉家镇的支柱产业。

“面子”修如旧“里子”宜人居
辰溪投资5亿元改造老城区

“山峻”好借力“风劲”能发电
蓝山今年风电开工建设45万千瓦，20万千瓦并网发电

老支书让贤记

紫鹊界复垦旱化梯田949亩

衡阳中院宣判3起涉毒案件

创业记 “奉家茶王”李洪玉

永州巩固提升创“国卫”成果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通讯员 罗国荣 胡南春 记者
孙敏坚）4月18日，武冈市司马冲镇田心村“第一书记”、武
冈市烟草专卖局干部段启田，为自己包户脱贫的村民曾春
亮代领到了合作社的工商营业执照， 马不停蹄回到村里，
帮助徐林云等16户贫困户签订了合作社入股协议。

这是武冈4000多名党员“以扶贫帮困为荣、以包户脱
贫为责”的写照。武冈市委坚持把“两学一做”融入中心工
作、融入扶贫大局，鼓励广大党员干部“以扶贫帮困为荣、
以包户脱贫为责”。目前，该市已组织117个单位的党员干
部4459名，全面下沉到贫困户家庭。每名党员干部结对帮
扶1至3户贫困户，并代表今年预脱贫的7920户贫困户签下
“脱贫包票”。

截至4月中旬， 全市党员干部累计慰问困难群众5.38
万人次、发放慰问资金56万余元，为低保救助对象落实救
助资金360万元，为4300名贫困学子发放助学金465万元；
投资1.2亿元实施乡村道路改造、 农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87个；筹集产业帮扶资金2600万元，为贫困户发放
板栗、红心柚、辣椒等经济作物苗木100万株，帮助成立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和新型农村经营主体110多个。

以扶贫帮困为荣 以包户脱贫为责

武冈4000名党员
践行“两学一做”

以电代柴，茶农增收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徐德荣 王皆
清 阳智波）日前，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16名党员因无故缺席会议或不参加党
的组织生活，被列入该院“负面清单”。各
党支部及时介入，进行一对一提醒、批评
和督促。

针对部分党员存在“大错误不犯、
小错误不断”的现象，去年9月，南华附
一医院借鉴经济领域“负面清单”管理
模式，出台党员“负面清单”管理办法。
将基层党员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
作、 生活和会议纪律等方面负面行为，
细化为24条“负面清单”，划出党员“行
为禁区”。 清单包括长期不参加党的组
织活动、不服从党组织安排，在办理涉
及群众事务时刁难群众、 吃拿卡要等，
分重度、中度、轻度三个等级，记录个人
负面行为。

医院党委书记刘江华介绍，“负面清
单”制度推行以来，全院党员干部对照清
单，言有所禁、行有所止，更好地发挥了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南华附一“负面清单”
催生正能量

4月20日，《艺术人
生》作者陈敬良为学生讲
述创作时的灵感。 当天，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近千
名学生与《不该再发生的
故事》作者郭山炼、《当镇
长的故事》 作者余亮开、
《亲情是扣人心弦的音
符》作者湛霞英及《艺术
人生》 作者陈敬良面对
面，现场“阅读”了他们的
人生故事。 郑翔 摄

阅读
“真人图书”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赵永华 肖
畅）4月20日，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康复训练室里笑声
和逗趣声不断。原来，已接受5个月治疗的婴儿赵上搏取得
了显著性康复疗效，这让在场的医生、护士以及患者家属
们松了一口气。

“0至6岁是残疾儿童康复的黄金时期，早发现、早干
预、早康复是残疾儿童康复的关键。”市一医院儿童康复科
主任成莲英告诉记者。近年来，湘潭积极开展残疾儿童抢
救性康复工作，2016年至今共投入资金730余万元，项目惠
及残疾儿童481名，其中肢体康复250名、智障康复166名、
孤独症康复44名、 人工耳蜗项目12名、 助听器适配服务9
名。

“每一位残疾儿童都是一个折翼的天使，他们更需要
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关爱和关心。”市残联党
组书记文雯说。下阶段，湘潭市将进一步拓宽项目渠道、完
善救助体系，最大限度的减少家庭和社会的担负，促进社
会的和谐与文明，推动未成年残疾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
发展，让孤残儿童拥有温馨港湾、拥有广阔天空。

湘潭为“折翼天使”插上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