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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肖
征国） 安化县马路镇洞山村许多村民把自家土地
流转给茶企作茶园，然后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可领
到采茶工资。 国家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近日来马路
镇调研后说，茶企流转土地集中搞开发，再请农民
进厂进基地做事，这种模式好，对农民增收有益。

据了解，近年来，马路镇利用当地资源发展茶
产业，将其打造成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撑产业。
目前，全镇茶叶种植面积突破3.2万亩，其中丰产
茶园约1.5万亩。 去年全镇茶叶实现总产值2.6亿
元，税收突破600万元，有2万左右的人口参与茶

叶生产、经营。
马路镇地处柘溪水库库区，当地土壤、气候

适宜茶叶生长，是“益阳茶叶第一镇”。该镇云
台山大叶茶为全国21个优良茶叶品种之一。过
去，该镇主要加工红碎茶，作为拼配原料出口
国外。近年来，随着黑茶红火起来，该镇大力发
展以黑茶为主、 红茶和绿茶为辅的茶产业。通
过土地流转、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鼓励农
户自发开发等，每年新建茶园3000余亩。现在，
该镇连片种植面积在500亩以上的茶叶基地有
20多处。

马路镇还大力扶持茶企加强品牌建设， 由家
庭作坊向现代规模企业转型发展。目前，全镇上规
模茶企有6家， 占全镇成品茶叶加工企业近一半。
全镇名优绿茶、高档红茶和黑茶等产品中，已有6
个品牌获得国际国内金奖，其中“云台春芽”“千秋
龙芽”等成为了国内知名品牌。

马路镇党委书记谢智兴说， 茶产业收入较稳
定，可带动茶农脱贫致富。2014年以来，该镇已有
150余户贫困户通过种茶脱贫。 大旺村村民邓秀
山从2010年以来开发荒山种茶，茶园面积达到50
亩，不仅脱了贫，还在县城买了新房。

�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通讯员
万检新 记者 张斌）5月17日，长沙市
望城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清风
廉万家”家书分享会活动。活动在重
温一封“神秘” 的家书———雷锋于
1962年6月26日写给三叔的家书中
拉开帷幕，7个家庭代表轮番上台分
享了自己的家书故事， 字里行间，情
意深深，廉意浓浓。

活动现场，有干部回忆了筒子
楼、补丁袜、用了7年的手机等看似
平常的小事，有干部以书法艺术将
家训在女儿和孙女之间传承，有老

师用一首《守住清廉》唱出对局长
丈夫的款款深情和殷切期望……
一句句简单朴实的话语，一个个生
动感人的故事，生动讲述了廉洁家
风蕴藏的意义，分享了家庭幸福的
秘诀， 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
人。

情到深处，现场宣读了廉洁齐家
倡议书，420名党员领导干部现场签
订《廉洁从政承诺书》，247名党员领
导干部家属签订《家庭助廉承诺书》，
党员领导干部和家属还一起观看了
警示教育片《迷失》。

�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肖
洋桂 通讯员 邱双英 杨维维）“以前
需要查询行贿犯罪档案必须来检察
院， 现在开通了网上查询， 方便多
了。 ”近日，在常德市武陵区，一位企
业负责人对记者说。据了解，去年，武
陵区检察院在省内率先开通了行贿
犯罪档案互联网查询平台，目前已有
49家大型企业在该平台注册，共查询
390余次。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主要运用在

招投标、工程建设等领域。 对经查询
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在招
投标、供应采购、资质审查与许可以
及招标代理、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等方
面，采取一定限制性措施，形成联合
惩戒机制。 这对破解政府投资、公共
资源领域招投标、供应采购中的灰色
利益链条和消除潜在隐患，发挥了警
示和威慑作用。开通行贿犯罪档案互
联网查询平台后，还节省了企业申请
查询的时间及经济成本。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联波 谭利梅）“东安景美，文化深厚，今后我还
会约朋友们过来游玩！ ”今天，在东安县舜皇山国
家森林公园，香港游客陈远志一路拍着美景，高兴
地对记者说。

5月18日至19日，广东省自驾旅游协会及其各分

会等30余家车友会， 组织粤港澳自驾游客“百车千
人”，与来自湖南、广西两地的近2000名游客一道，来
到东安县旅游。 游客们走进该县紫水国家湿地公园、
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观山水美景，探岩溶洞奇观，品
国宴名菜东安鸡， 在舜皇山魅力篝火晚会上尽情歌
舞。 今天，还欣赏了流传千年的东安武术表演。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冯丽萍

光滑的石板路、高高的马头墙，青砖灰瓦、画
栋雕梁。5月19日， 记者走进永州市冷水滩区上岭
桥镇明塘村，仿佛走进一幅古朴的历史画卷里。

明塘村俗称明塘黄家，村里以黄姓为主。村里
黄姓族谱记载，明洪武十六年，宋代著名文学家黄
庭坚的第11代孙黄有终从江西修水迁来， 定居村
里，距今已有630余年。

同湘南很多传统古村一样，明塘村坐西朝东，
背山临水。村前有一口水塘，族谱记载为白鲁塘，
因黄庭坚字鲁直，故取其中一字，激励后人清白、
正直做人。水塘面积20多亩，用大块青石环砌。塘
边有一口古井， 几百年来水源旺盛。 村后为石龙
山，树木葱茏。

走进村里，30多栋明清建筑保存完好。青砖灰
瓦砖木建筑，每栋样式相仿，多为两厢式小宅院，
也有少数二进或三进堂式大宅院。 每个宅院前有
照墙和大青石门墩，内设天井，外墙白灰饰边，左
右翘角飞檐。房屋内部装饰颇为考究，门窗木墙上
各种精美雕刻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一条200多米长的青石板路从村中穿过，西通
零陵，东到祁阳，这是明清时古盐道，经过村里的
路段被称为青龙街， 街口有清乾隆年间奉旨建造
的贞节牌坊，坊下有石拱桥。

村民告诉记者，作为黄庭坚后裔，明塘村村民
自古以来尊奉耕读传家，家风、民风敦厚、淳朴。明
清年间，村民中进士者前后有11人。1977年恢复高
考以来，这个仅有600多人的村子，有40多人考上
大学，其中4人获博士学位、7人获硕士学位。

�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杨峰）“现
在种田太方便了，170亩水田灌溉一
点不用操心，马达一响，水就哗哗流
进了田。 ”5月19日，在澧县小渡口镇
出草坡村，正在灌溉农田的种粮大户
黎松武说。 据了解，澧县推进农田水
利综合改革， 目前全县有30.12万亩
农田喝上了“自来水”、低价水。 去年
10月、今年4月，澧县的经验分别在
全国、 全省农田水利改革会上被推
介。

澧县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但一
个时期来，农田水利建设滞后，农田
灌溉困难。 2012年，该县被列入全国
小农水特色县、 农田水利改革试点
县。县里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探索“设
施农业+产业化+高效节水灌溉”发
展模式，大力推广以管灌、喷灌、微灌

等为主的现代节水灌溉技术，集中连
片、整体推进。 仅去年，就建设机埠
105处，新建改造沟渠25.4公里、清淤
堰塘143口、铺设高效节水管道60公
里，总投资达1.52亿元。

同时，以管促建、建管并重。 澧
县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受益、
谁负担”的原则，将水利工程产权、
管理权、使用权移交给项目受益村
（组）或农业用水合作组织等，由他
们进行管护， 乡镇水管站负责监
督，保证用水低价供应。 目前，小型
机埠、堰塘、沟渠等都颁发了“产权
证”。

农田水利改革扎实开展，促进了
农业稳产高产。 去年，澧县产粮5.15
亿公斤，创历史新高。今年，粮食总播
种面积有望达到138万亩。

耒阳“送岗位下乡”解“两难”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徐德荣 唐曦 李爱

成 资一帆）5月18日，耒阳市“送岗位下乡”活
动在该市仁义镇圩场举行。 用人企业一边忙
着发放宣传材料，一边回答村民提问。 这是该
市为破解当前存在的企业“招工难”和农闲时
农村剩余劳动力“务工难”而推出的一项新举
措。

从5月9日开始，在各乡镇（街道）连续举
办了30余场“送岗位下乡”专场招聘活动，共
提供岗位5000余个。目前，已为22家企业招聘
员工400余名。

双峰城区新增
150个市政消火栓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张福芳 彭琳芳 ）
5月19日， 双峰县决定投入200万元， 在城区
一次性增加150个市政消火栓， 以更好地保
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最近， 该县消防大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 申请资金， 维修、 增补市政消火栓。 增
补后， 县城区市政消火栓将达到335个。

浏阳7000学生
行“成人礼”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
员 石自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十
八岁成年之际， 面对国旗庄严宣誓， 爱国敬
业， 诚信友善……”5月16日下午， 浏阳一中
1600名高三学生集体举行“成人礼”，并在国
旗下庄严宣誓。 校长袁章军等向学生们赠送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人纪念徽章等。

高考临近， 浏阳一中等浏阳市10所高中
7000余名学生先后举行“成人礼”，以铭记18岁
这个特殊的人生节点。“学生们用青春的名义宣
誓，立志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公民。”浏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这是一次意
义重大、令学生印象深刻的教育活动。

�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通讯员 熊军 石晶
瑶 记者 戴鹏） 株洲县昨天召开生态护林员
培训大会，130名建档立卡贫困对象获聘为
“生态护林员”。

这些护林员上岗后， 将对划定的管护区
域森林资源进行日常巡查管护， 加强林区火
源管理，制止破坏森林资源行为，协助办案机
关查处火灾案件等。按照森林资源面积、分布
情况及管护难易程度， 护林员每年可拿到
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工资。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李焱华 唐书）5月19日
是中国旅游日， 泸溪县浦市古镇在游客中心广场
举行“文明旅游，旅游让生活更幸福！ ”签名承诺活
动。 社区居民群众代表、学生代表、古镇旅游工作
人员，纷纷提笔留下自己的“文明旅游的承诺”。

浦市古镇2010年7月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镇，2016年4月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该镇鼎
盛时期，有3条商贸街、12座城门、13省(地)会馆、20
多座货运码头、45条巷弄、数以百计的封火墙“窨
子屋”，以及古戏楼、寺庙道观、作坊(土地堂)等建
筑。 目前，有历史街区3处、历史古遗迹2处、历史古

建筑204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有辰河高腔、菊
花石雕和抬黑龙等。 自然景观优美，有高山坪古驿
道、菊花石林等景观。

近年来， 泸溪加快浦市古镇建设保护与开发
力度，累计投入3.5亿元，启动古镇“两线五点”仿古
工程及16栋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修缮， 高起点建成
停车场、旅游公厕等一批公共服务设施，成功打造
了游客中心、万寿宫演艺基地、青莲世第等旅游景
点。 与此同时，围绕“浦市古韵”文化活动主题，举
办了中元祈福节、 古镇美食节、“奔跑吧·浦市”等
系列活动。

马路镇发展茶产业助农增收
已有150余户贫困户种茶脱贫

汝城光伏产业“照亮”脱贫路
试点建设90个村级光伏电站、1000户户用型光伏电站

家书抵万金 清风廉万家
望城区清廉家书分享会廉意浓浓

武陵区开通行贿犯罪网上查询

推进农田水利综合改革

澧县30万亩农田
“喝上自来水”

新闻集装

泸溪浦市古镇：

群众签名承诺 倡导文明旅游

黄庭坚后裔在此繁衍生息———

明塘古村：耕读传家六百年

株洲县贫困群众当上护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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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林航竹）近日，记者到汝城县大坪镇城溪
村采访，见占地1.5亩的光伏电站里，整齐安装的
光伏发电板熠熠生辉。村党支部书记黄继辉介绍，
该项目上个月已并网发电， 每年可增加收入4万
多元，用于村里的扶贫事业。

汝城县地处湘粤赣边、罗霄山脉南端，海拔较
高，年均光照时长约为1280小时，居全省第二，适
宜光伏发电。去年来，该县抢抓纳入全省光伏扶贫
试点县机遇，把光伏扶贫作为脱贫攻坚重要抓手，
在全县试点建设90个村级光伏电站、1000户户用
型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达8400千瓦，走出了一

条引领贫困户脱贫、贫困村摘帽的“阳光路”。
为发挥光伏扶贫最大效益， 汝城县林业、国

土、电力等部门联动，参与项目设计，选定符合国
土和林业等法律规定的光伏站址。同时，为加快光
伏扶贫项目建设，县里成立光伏项目指挥部，下设
施工对接协调、现场监管、物料准备、技术服务4个
工作组。同时,采取多部门联合集中审批、并联审
批方式，半个月内完成立项备案、规划许可、用地
许可、政府采购、施工单位招标等程序。目前，全县
已完成53个项目点、6700千瓦光伏发电站建设，实
现并网发电3500千瓦。到今年6月底，其余光伏发
电项目将建成发电，每年可获电费收入960万元。

汝城县还积极探索“光伏+”发展模式，实施
“光伏+美丽乡村”建设，将光伏板安装与房屋构
造、排列形状等有机结合，打造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线。集益乡流溪村实施“光伏+农业大棚”建设，在
食用菌钢架大棚上建了914千瓦光伏发电站，实
现了照明、生产用电自给，还可发展观光旅游。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丁曼舟

“你现在主要是要合理安排学习
和休息时间，对薄弱环节补补火。 ”5
月12日，岳阳市五中宏志班班主任陈
叙伯对学生刘洪（化名）说，“只要考
好了， 上大学的费用我们一起想办
法。 ”

刘洪是高三学生，马上要参加高
考了。刘洪3年前上高中时，下岗的父
母无力承担其学杂费， 差点让他弃
学。陈叙伯帮他争取了一个减免学杂
费的宏志班名额，并给他提供生活上
的资助，才让他进了高中。

岳阳市五中宏志班开办于1999
年，主要招收那些家庭困难而又想读
书的孩子， 共招收了18个班1132名

学生。对宏志班，学校厚爱一等，选派
教学水平高、经验丰富且颇具爱心的
教师组成专门团队， 进行教学和管
理。“我们着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和创新意识， 开展阳光体育、话
剧表演、感恩教育等活动，让孩子们
阳光地学习。 ”副校长柳迪辉说。

自2010年以来， 岳阳市五中共
资助学生600多人次300多万元，每
年为学生减免学杂费、生活费、提供
奖学金等20万元以上， 很多教师还
自愿与特困学生结对帮扶。在已毕业
的15届宏志班学生中，80%以上考上
了大学本科。

“宏志班实施精准助学，帮贫困
学生圆大学梦； 对考上大学的特困
生，我们还将继续帮助他们。”岳阳市
五中校长廖小光说。

精准助学圆“宏志”

粤港澳“百车千人”游东安

� � � � 5月18日，溆浦县胜利社区，群众在科普e站查阅相关资料。近期，该社区安
装了一个全媒体科普阅览屏，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科普大餐”。

王继云 伍交才 摄影报道

家门口
学科技

常德千人观赏“牛出没”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

员 刘卫平）“今天小孩第一次看到奶牛，很兴
奋，就像在家看电视节目《熊出没》一样，目不
转睛。” 5月19日， 在湖南首届牛奶文化节活
动启动现场———常德市西湖管理区，30多岁
的常德市民周洁带着3岁的女儿，品尝了新鲜
牛奶，还参观了牧场，体验了农牧生活。现场有
1000余人共同畅饮德人牧香鲜奶与酸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