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向
云峰 陈程 郑丹枚）“我一直以为鸭掌茧较厚的才是真土
鸭，原来真土鸭的茧比较薄。”5月3日上午，在绥宁县长铺
子乡龙家村举行了一场真假土货品鉴会， 来自邵阳市的
张大姐在会上学到不少土货品鉴办法，收获很大。

绥宁生态环境优越， 这里的农户多有养鸡养鸭的习
惯，但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土货无法走出去。为此，
县政府与绥宁农德原生态农产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
作，共同打造神农金桥精准扶贫项目。由政府搭台，公司
进行市场化运营， 用互联网在农户和消费者之间搭起一
座直通桥梁。消费者通过神农金桥，可在农村直接订购纯
生态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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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沅陵县东北角一个叫火场的土家族
偏远小乡，这几年，成了打工者返乡创业
的热土。

“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火场尝到
了甜头。”“五一”前夕，记者前去采访，乡
党委书记李兴周一口气讲述了好几个家
乡人回乡创业的故事。

出去是为了更好回家

按照常人理解，实现财富梦想，符海
雄没必要返乡。

因为他在深圳创办的手表加工、销
售公司已站稳脚跟， 每年1500多万元产
值雷打不动。

回乡创业的初衷，源于不忘初心。这
个43岁的土家汉子说：“当年出去， 就是
为了更好回家！”

1997年，符海雄来到深圳创业，从手
表厂员工到自己办厂， 符海雄花了将近
10年打拼。

2014年下半年， 他安顿好深圳生产
公司和广州天猫网店， 回到老家火场乡
桃坪界村，开始再创业。

桃坪界村距张家界市开车不到1小
时， 与张家界近两年乡村旅游很火爆的

王家坪、 张家湾两村共山接水， 山奇水
秀，历史遗存多，土家民俗文化浓厚。

“人家游客就在我们家门口，唱好旅
游戏， 让农村产业和脱贫插上旅游的翅
膀。”见过世面的符海雄看准走“旅游+产
业+脱贫”融合的路子。

他组建“天瀑”旅游公司，在村镇上
办起首个农家乐， 邀约当地两个种植大
户合伙开办恒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流
转土地打造百果园和花海长廊，计划5年
投资500万元，在果园、茶园、林下建造
吃、住、游一体化休闲庄园。

走进百果园和花海基地参观， 新栽
的贡柚、樱桃等果树苗吐出了嫩叶，聘请
照管的村民正在地里干活。据介绍，农业
公司下辖2个专业合作社，有杉林、油茶
林2000多亩。

符海雄告诉记者， 目前他请专业公
司在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策划， 并与张
家界湘西中旅公司谈妥， 本月起对方逢
周末往火场发送游客。

返乡4年干了3件事

上山办产业，合伙办公司，当选村党
支部书记。 这是上寨村返乡创业农民刘
立红近4年干的3件事。

上个月村支部换届结束， 他的票数

最多，村民开玩笑说他连升三级，是“火
箭支书”。

的确，他从没当过“官”，从回乡第一
天起，一片公心带领村民致富，是方圆几
个村有名的能人。

“把能人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
村支书。” 火场乡党委大胆起用能人当
家，特别是瞄准返乡创业人员。

1992年，刘立红踏上外出打工之路，
2006年由打工仔变成了老板， 和姐姐一
起在长沙创办家具厂，年产值过千万元。

2013年，刘立红回村创业，理由很简
单， 他借用一句广告语回答：“一个人富
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在他眼里，
火场乡土家村落的区位、生态、文化是最
大的优势。

他成立火场乡神针专业合作社，造
林300多亩， 开发油茶200多亩， 种茶叶
210亩。去年牵头组建农业公司，种植有
机蔬菜销往张家界。

回乡创业艰难， 刘立红深有感触：
“办农业是一种精神， 中途放弃肯定亏
本，坚持下去有赢的机会。”

贫困户符经伟这两年跟着刘立红
干，抚育林木，种蔬菜，季季没闲，每年
收入1万多元劳务工资。他笑呵呵地对
记者说：“贫困户这顶帽子很快就要摘
了。”

回乡创业同样有天地

符元奎不差钱。早年，他外出打工，和
妻子都是广州一家公司的高管，积累不少。

村民夸他： 山窝里的穷小子从糠桶
跳进了米桶!
� � � �然而，他偏偏不安分，2013年毅然返
乡创业。

父母怪罪他：“花钱买罪受!” 他却掷
地有声回答：“回乡创业同样有天地!”这
个想法得到了妻子的大力支持。

当年，在桃坪界大山上，他和姐姐、
姐夫搭起临时住地，一次性流转400亩荒
山，计划创办生态农业庄园。

起初几年， 没有效益， 他套种玉米
等。去年，符元奎投钱开发果园，60亩樱
桃上个月全部结果。按照他的规划，近两
年内，他要在流转地内全部种上果木，让
桃坪界真正成为花果山。

其实， 符元奎这些年投入200多万
元，还没有赚回本钱，不过他说自己很舒
畅，因为身边上百亲戚、邻居跟着他干，
不出门挣到了可观收入。

乡情浓 创业火
———沅陵县火场乡外出打工人员返乡创业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易长龙 徐虹雨

“砰！”5月2日深夜，突然一声惊雷炸
响，顷刻间暴雨如注。国家电网石门壶瓶
山供电所所长覃道周无心入睡， 他望着
窗外的风雨，脸色凝重。

壶瓶山素有“湖南屋脊”之称，崇山
峻岭、峡谷幽深。壶瓶山供电所也是全省
供电环境最恶劣、 电力事故频发的基层
供电所，负责壶瓶山镇、南北镇、东山峰
农场1.4万多用户的供电。壶瓶山地区频
发的雷电、暴风雨、暴风雪等恶劣天气，
给电力设施维护带来极大挑战。

“做好准备！”按照以往工作经验，
覃道周让供电所的员工们把抢修工具、

备品备件收到摩托车上，准备随时出去
抢修。当地正是采茶、制茶季节，离不开
电。

果然，5月3日凌晨1时许， 覃道周的
电话响了：南坪片区多个台区停电。壶瓶
山镇鹰子尖村的刘思军急得不行：“怎么
突然停电了？我这里还有1000多公斤鲜
叶等着加工呢！”

故障就是命令， 覃道周带领“电骡
子”抢修队冲进茫茫雨雾中。

大雨不停、浓雾弥漫，能见度极低，
摩托车的灯光几米外就看不清了。 抢修
队员冒着大雨巡了4个多小时，才在10千
伏泥南线269号杆发现故障点。原来是大
风造成线路上方一棵大树树枝断裂，压
在了线路上。

故障点找到了，难题也来了。故障
点在河对岸，晚上持续大雨，造成河水
上涨，平时可以淌过去的小河一下成了
拦路虎。只能趟水过河！抢修队员吴俭、
陈章未在河边来回走了几趟，找到一处
较为平坦、流速较慢的河床，把砍刀和
工具奋力扔过河，两人脱下外衣，跳进
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游到对岸，两人不
顾满身的水，穿过一片草丛，迅速到达
故障点。断掉的树枝压在导线上，吴俭
用绝缘棒钩住树枝，陈章未把挂在线上
的树枝一段一段砍断， 让它慢慢滑下。
20分钟过去， 最后一段树枝滑下导线，
这时天已大亮。

早上6时，8个村1350户用户及6家
茶叶加工厂的供电全部恢复。

湖南日报5月5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胡智仁）
5月4日，岳阳市启动“青春伙伴”精准扶贫计划，12个参与
单位将开展健康医疗等10大主题扶贫行动。 岳阳市委书
记胡忠雄为参与单位颁发爱心牌匾。

此次活动由共青团岳阳市委、 岳阳市扶贫办联合发
起。参与单位将组织义务医疗队进贫困村、入贫困户免费
进行基础医疗体检；成立10人的青年律师团，对贫困地区
青少年合法权益维护、扶贫产业法律咨询；为贫困地区留
守儿童开展亲情陪护； 成立希望工程精准扶贫助学专项
基金，开展爱心圆梦、一元捐及芙蓉学子等助学活动，还
将组织周末课堂、爱心服务、产业、电商、技能等扶贫行
动。

岳阳实施“青春伙伴”计划
助力扶贫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风和日丽，鸟语花香。5月5日，岳阳市
江豚保护协会， 岳阳经开区东城小学、西
塘中心小学800余名学生及江豚保护志
愿者，齐聚岳阳经开区西塘镇上山下乡旅
游生态农庄，开展了一场江豚保护宣传盛
会。

一大早，西塘中心小学美术老师孙艳
带着50个学生，为已经勾好线的江豚木板
画上色。

8时30分， 江豚协会11名志愿者带着
江豚摄影展板、江豚玩偶、江豚图片到达
现场。“江豚是哺乳动物，身体呈灰色，有3
岁小朋友的智力。” 江豚保护志愿者张脱
冬《保护江豚，关乎你我》的演讲拉开了活
动序幕，“河豚是鱼， 江豚和海豚属于鲸
类；海豚嘴巴像鸭子，是扁长的，而江豚跟
人一样，是短嘴巴。”从她的演讲中，小朋
友了解了江豚的许多特征，学会了如何辨
别河豚、海豚和江豚。

活动结束后，小朋友仍在聚精会神为
江豚木板画着色。在艳阳的映衬下，100幅
五颜六色的江豚木板画栩栩如生。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5月5日，记者从郴州市苏
仙区林业局了解到，在五盖山林场原始
次森林海拔1260米处， 发现雌雄两棵
“夫妻银杏”，它们相距70米，树龄均为
1100年。 古银杏树周边环境生态良好，
背枕青山，虽然经历了11个世纪的风吹
雨打，但两棵银杏生长态势良好，翠浪
起伏，在周围柳杉簇拥之下，显得雄伟
挺拔。

这两棵银杏树树干高大粗壮，都要
5个人才能合抱， 树根呈卧龙状向四周
放射入地，像一把撑开的雨伞。其中，雌
性银杏冠幅20米，胸径1.4米，高22米；
雄性银杏冠幅15米，胸径1.35米，高28
米。 据五盖山林场总工程师谭新宇介
绍，银杏又称白果树、鸭脚树，是世界上
珍贵的树种之一，可谓植物界的“活化
石”。并与雪松、南洋杉、金钱松一起，被
称为世界四大园林树木。银杏虽寿龄绵
长， 但现存活在世的古银杏稀少而分
散，上百岁的老树已不多见，千年“夫妻
银杏” 更是珍稀， 具有很高的科学、文
化、经济价值。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尹健 盘
林）“农民点单、财政买单”，分期分批组织农村党员和青
年农民免费学技能、开眼界、长志气，全面提升带头致富
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5月3日， 农业部管理干部
学院（农业部党校）实践教研基地、永州市农村党员和青
年农民培训中心正式揭牌并开班。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
副院长朱守银为第一期参训的500名学员作了专题讲
课。

为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 从源头上增强农民脱贫
致富本领， 永州市与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决定实施农村
带头人培养计划， 在永州联合创建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
实践教研基地、永州市农村党员和青年农民培训中心。通
过这一平台，把农村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
人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党员， 进而将他们充实到村级班
子。

农民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基地和中心以永州工
贸学校为载体，按照“统一调训、学以致用、跟踪服务、注
重实效”的原则，采取理论教学、观摩研讨与实践实习操
作相结合的方式，开设了现代种植、现代养殖、农村电商
3个专业。计划从今年至2021年，每年培训20期左右，每
期培训时间为10天、培训500人左右，5年共培训农村党
员、青年农民约5万人次。

为土货出村架“金桥”
绥宁推出神农金桥精准扶贫项目

小小“江豚迷”

“夫妻”相伴
逾千年

苏仙区发现两棵千年银杏

农民点单学技术 财政买单建平台
永州启动
农村带头人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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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5日讯（李寒露 李向春）5月4日，常德市
鼎城区体育馆广场人头攒动。 该区首届青年创新创业优
秀成果展暨2017年度创业大赛在此拉开帷幕。旅游休闲、
生态农业、 商贸服务等多个行业的80家青年创新创业企
业携其得意之作，在这里一字排开，向市民展示。

据了解，鼎城区加大政策助推力度，搭建服务平台，
吸引大批返乡农民工、 高校毕业生及其他社会人士投身
创新创业。近3年来，该区新增创新创业主体超1万个。这
次活动为期两天，以“携手奋进助力创业梦、同心协力建
设新江南”为主题，除了为众多创业者提供创业观摩、交
流、展示和现场互动的机会，还为市民提供政策咨询、职
业技能培训咨询报名等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黎治国

5月4日， 桑植县委组织部来了一位
精神矍铄的老人。“同志， 我要交纳一笔
党费。” 老人从怀里掏出5000元和一封
写给党的感恩信， 交到了县委组织部负
责人手中。

老人叫钟为国， 空壳树乡人，71岁，
已有50年党龄。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

天。” 钟为国说，“今年是我入党50周年，
也即将迎来十九大召开， 双喜临门。”他
说，向党组织交纳5000元‘特殊党费’，
是想回报党的恩情， 感谢党对我的教育
和培养。

地震捐款、筹款修路、义务帮工……
基层党员钟为国，一直用自己的奉献，回
报党恩。

随行的妻子彭发芝告诉记者，钟
为国喜欢看电视 。“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那天 ，整个阅兵式直播 ，他目不
转睛看完。”彭发芝说，老伴还感觉不
过瘾 ， 让儿子通过电脑反复放给他
看。

“亲眼见证着国家一天天强大，让我
特别激动。”钟为国说，入党50年，也是祖
国由贫弱变强盛的50年， 为自己能亲身
经历这段历史而自豪，“曾经， 不愁吃穿
是最大的奋斗目标。现在，国家建造的航
母都已经下水了。”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周俊 肖展发）
5月3日傍晚， 在双峰县杏子铺镇西塘村，
村民们聚集在露天大坪看电影， 看得津
津有味。 70岁的曹大爷说， 以前看电影
要到镇上， 现在村里就能看上了， 还是
免费的。

近年来， 双峰县积极推进乡村文化
事业发展， 在全县挑选了58名放映员，
送电影下乡。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 放映
员带着放映机在农村轮流巡回放映。 还
推行“点播” 服务， 群众可提前点播各
种影片。 同时， 将电影放映与科普教育
相结合， 在放电影前播放科教、 禁毒、
法律等宣传片。

▲图为“夫妻银杏”中的雄性树。
李秉钧 李贵 摄影报道

交笔“特殊党费” 只为回报党恩

湖南日报5月5日讯（通讯员 向晓玲
李平 记者 余蓉 ）“泸溪职中的学生实

际操作能力强，很适合我们企业。”近日，
泸溪职中举行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专业
毕业生校园招聘会， 来自浙江近点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吴克帅
说。

当天，该校邀请了浙江近点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海尔集团等4家大型企业到场，
与该校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专业77名应
届毕业生全部签约。据该校校长杨秀国介
绍， 学校不断深化职教特色专业体系建
设，对接人才市场，实行“人才订单式培
养”，实施就业指导机制，与数10家省内外
用人单位完成校企战略合作发展无缝对
接，通过精准就业，努力实现“上学一人，
就业一个，致富一家”的职业教育精准脱
贫目标。

鼎城区举办
青年创新创业优秀成果展

双峰：
电影送到家门口

泸溪职中毕业生
成“抢手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