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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紧接1版①）同时，一大批创意农业、
会展农业、观赏农业在全市多点开花。

发展园区，三产融合提质升级
滴灌浇水、 沼气酿肥、 紫外线灯灭

虫，每20亩果园还有独立监控系统……
位于衡阳市雁峰区的富强果业专业合作
社基地， 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水果种植
产业园。这里有数百亩油桃、翠冠梨、黄
金梨、蜜柚及紫玫瑰葡萄，林下还放养了
山鸡，蓄养了甲鱼。负责人李富强介绍，
合作社的产品畅销省内及广州等地，正
准备上马农产品加工项目， 预计明年纯
收入可达400万元。

近年来，衡阳市按照省委、省政府建
设“三个百千万”工程的决策部署，着力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 推进三次产业融
合发展。 加快26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其中获得省级认定的综合产业园10
个、 特色产业园27个， 已累计完成投资

58.9亿元，建设核心区80.4万亩，有力带
动了全市农业农村经济强劲发展。

据了解， 衡阳市现有96个产业园与
各级科研院所、 高校建立了紧密的协作
关系，自主创新或引进各类农业新技术、
新品种、新工艺220余项，促进了农产品
提质增量发展。去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业
实现总产值 947亿元， 比上年增长
23.3%， 其中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实现产值680.6亿元，增长23.8%；新增规
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19家。

今年3月， 衡阳市举办乡村旅游节带
来大量游客，让珠晖区力丰生态农业园又
火了一把。该园负责人介绍，园区按照三产
融合发展，一产业包括蔬果种植、禽畜养
殖；二产业是用当地优质无渣白萝卜等，加
工成“吉萝卜”等产品；三产业是重点发展
旅游休闲观光业，去年园区共接待游客8万
余人次，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如今的衡阳，一批农林牧渔结合、种
养加工一体、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农
业产业园区正在不断涌现。

衡阳市副市长杨龙金介绍，“十三
五”期间，该市将新建15个省级特色产业
园，30个市级特色产业园， 并大力培育
一批有规划、有机构、有规模、有政策、有
特色、有条件的“六有”农产品加工园区。

培育“三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5月中旬，湖南省大地飞歌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与江苏一家研究院合作， 在大
型农机上安装监控探头， 实现农机远程
监控，提升机械作业质量。大地飞歌是一
家以农机销售、 农资供应及农机作业服
务为主的新型农业服务企业， 目前主要
面向衡阳、辐射湘南地区。

近年来， 衡阳市加快培育新型农业
服务主体， 鼓励农机合作社由单一环节
服务向农业生产全过程服务转变。 以大
地飞歌、 安邦为代表的一批农机合作社
先后组建， 有的成为粮食基地实际经营
主体，实现由单一服务型向“服务+生
产+加工”的“多主体”华丽转身。

同时， 衡阳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
勃发展。去年，全市新增专业大户1.2万
户， 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分
别达982个、817个， 农村土地确权率达
88.8%， 耕地流转率达55.9%，“谁来种
地”“怎么种地”问题得到进一步缓解。

常宁市幸福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肖艳花是广东人， 几年前跟丈夫返
乡到常宁创业。目前，合作社鸡鸭养殖已
具规模，水果种植效益初显。去年，合作
社实现收益近200万元。

衡阳市农委主任刘诗真说， 新的经营
主体、新的服务主体、新型职业农民这“三
新”主体，已成为衡阳发展现代农业的中坚
力量，将通过产业集聚和品牌整合，支持“三
新”主体在粮食、畜禽、油料、竹木、蔬菜、茶
叶等支柱产业中各创建1个龙头品牌。

据统计，至去年底，衡阳市有专业大
户7.4万户、家庭农场2892个、农民专业
合作社4517个。去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1.56万元，过去5年来实
现了年均两位数增长。

荨荨（上接1版②）
隐患清除、“燃料”备足、人员到位，

换届过程该如何准确把握？ 织密信息网
络、监督无死角、高悬纪律“利剑”，这是
岳塘区的对策。

区里通过会议、网络、短信、横幅、标
语、入户走访等方式，全方位开展换届选
举宣传， 并利用微信群对最新进展进行
调度。此外，建立领导联系指导和督导工
作制度，全程督查指导。区纪检监察部门
派出5个换届风气监督组， 开展明察暗
访、 巡回督查， 并利用宣传栏、“廉洁岳
塘”微信公众号等，第一时间通报各地查
处的典型违纪案例， 形成警示和震慑效

应。
指方村3名大学生回村竞选“村官”，

希望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阳光社区83
岁的老党员王润斌中风瘫痪多年， 仍在
家人陪伴下， 前来参加选举投票；1990
年出生的黄紫嫣当选为三株岭社区党支
部书记，为全区最年轻的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岳塘区选举过程风清气正、
心齐气顺，并留下一件件感人的事，成了
街头巷尾的美谈。

“同业对标”识“劲草”
细雨纷飞，万物葱茏。草浓了、盛了，

又如何使之长得柔韧有度、强劲有力？岳
塘区又开全省先例，用“同业对标”这根

“指挥棒”，强班子建设、抓队伍管理，积
聚动力、激发活力，在全区掀起干事创业

的热潮。
据介绍，“同业对标” 的核心要义是

“分类管理、分项考核”，即将管理对象分
成街道、区直部门和发展平台、党群综合
部门3类，并对其进行“X+1”分项考核。

“X+1”， 即在考核X项主要指标的基础
上，每季度由区委、区政府另行确定1项
重点工作进行考核。

“同业对标”管理每季度由主考单位
按项对被考核对象从高到低进行排名，
所有各项考核累计相加总分即为“同业
对标”季度考核分，全年绩效考核单项排
名和总分排名为每季度得分的均衡累
积。考核成绩居前，将获得相关奖励，排
名靠后者则将受到相应惩罚。

铁面无私的“主考官”、各自不同的
“试题”、统一的“答题”时限与“评分”标

准……这场动真格的“考试”，鞭策和激
励着全区各级各部门拧成一股绳， 争先
创优。

“我们上紧了发条、开足了马力，大
家信心更大了， 服务意识更强了。 这是

‘同业对标’考核的意义所在。”在一季度
考核（街道组）夺冠的建设路街道党工委
书记肖睿说。

管理新，效果好；人心齐，干劲足。在
“同业对标”推动下，今年来，岳塘区经济
社会发展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 呈现出

“三平稳、三优化”的特点。即主要经济指
标平稳增长、园区经济平稳运行、征地拆
迁平稳推进，投资结构、融资平台、基层
建设与民生保障得到优化。

花正香，天正蓝，路有痕，岳塘再出
发。

荨荨（上接1版③）
尹泽勇院士是我国自主研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涡

轴发动机“玉龙”发动机的总设计师。他领导的中小型航空发动机
研发和产业化创新团队是国内专业从事航空涡轴、 涡桨发动机
和中小推力涡扇/涡喷发动机研发的科研团队， 立足于中小航空
发动机自主创新研发。通过10余年的努力，完成了多型发动机研
制，特别是其中“玉龙”发动机的研制和装备，不仅解决了某武装
直升机动力受制于人的问题， 更是标志着我国已实现了自主创
新研发先进航空发动机的历史性突破， 具备独立研制第三代航
空涡轴发动机的能力。同时，该团队还十分注重自主创新研发技
术的发展，通过多年预先研究和型号任务的锤炼，成功突破了先
进发动机总体匹配、高压比宽裕度压气机等核心技术。为我国航
空产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为下一代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研发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尹泽勇看来，通用航空是典型的军民融合产业，是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切入点，蕴藏着极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
价值。

该团队的研发不但为我国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支撑，也直接拉动了株洲通航产业的发展。不久前，株洲
市获批为全国首批26个先期开展通用航空产业综合试点示
范城市之一。株洲市已成为全国唯一的中小航空发动机特色
产业基地，在中小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航空机械传动等领
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是全国集航空发动机设计研发、制造于
一体的中小型航空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地区。这些年，株洲的民
营通航企业发展迅速，山河科技、湖南罗特威、翔为通航等一
批企业，正在让株洲的通航产业链变得更完整。

未来10年，中国通用航空发动机总需求量将达到14000台。
尹泽勇说：“希望政府能持续加大国内自主研发和产业化的支持
力度，培育和保护国内市场。同时，民企国企要结成真正的战略联
盟，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加快开发有竞争力的通航发动机产品，
并带动全产业链发展，把我们的通航产业做大做强。”

荨荨（上接1版④）
端午还有佩戴香囊的习俗， 香囊

里的香料不同地方是不一样的， 但大
抵都是芳香避秽的中草药， 具有安神
开窍、祛除暑湿的功效，如川芎、白芷、
甘松、佩兰等。

当然不能不说粽叶，在湖南，粽叶
一般使用的是箬竹叶， 包出的粽子有
竹叶的清香。

关于端午节， 酷爱香草的屈原总

是绕不过去的，在他的诗章里，缀满了
种类繁多的香草：“沅有芷兮澧有兰”
“杂杜衡与芳芷”“制芰荷以为衣兮，集
芙蓉以为裳”“采薜荔兮水中， 搴芙蓉
兮木末” ……这些都是今日楚地广泛
生长的芳香植物。

芳香植物是指具有药用植物和香
料植物共有属性的植物类群， 据不完
全统计，芳香植物在世界上有3000多
种， 被有效开发利用的有400多种，分
属于唇形科、菊科、 伞形花科、十字花
科、芸香科、姜科、豆科、鸢尾科、蔷薇
科等。

省森林植物园科普中心主任曾桂
梅说，芳香植物不见得都是花香，也不
见得是人人都能接受的“香”味，比如
艾草的气味来自全植株， 鱼腥草的味
道有人就觉得难闻， 而鱼腥草也是重
要的药用芳香植物。

芳香植物构成了《楚辞》蕴藉生
动的诗歌意象， 象征着忠贞高雅之
士，有“以香为任，留香于世”的“香
节”。 在暑气初升的“恶月”，纪念伟
大的诗人，期盼驱逐污浊之气，这也
许是人们在端午节使用香草的一大
缘故吧。

荨荨（紧接1版⑤）下班后来不及回家，大家
直接驱车奔向远方的山区。 作为组织者，
易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陪家人过端午节
了。他告诉记者：“陪伴贫困山区的留守儿
童，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情，家人都很支持我，有时候还会
陪我一同来看望孩子们。”

这次端午节活动安排很丰富 :28日，
对“六一” 汇演节目进行最后的彩排；29
日，举行重走长征路活动；30日，还将开展
讲屈原故事和包粽子实践活动。五年级留
守儿童邹敏开心地说：“每次过端午节 ，
我们都不会感到孤独，因为易叔叔总会来
到学校，陪我们一起过节一起玩耍。”

舞活“农头”地生金

夯实“连心惠民路”

让通航飞机装上“中国心”

香草里的端午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杨万里 眭振华 杨情陆）世界最
大铁锅“永州血鸭”端午节期间在古城零
陵正式亮相。 5月28日上午11时，在众多
大厨的齐心协力下，直径1.4米宽的巨大
铁锅里爆炒着150余公斤鸭肉，4位精壮
男勇士手持1.5米长的铁铲，不停翻炒并
添加各种佐料，38分钟后最大铁锅“永州
血鸭” 在永州市零陵区城北神仙岭路香
喷喷顺利出锅，顿时赢得众人一片欢呼，
闻香而来的2000多市民纷纷前来排队

品尝美味。
永州血鸭已有160多年历史了，是

湖南永州的一款地方传统名菜。 相传太
平天国初期， 太平军首领洪秀全率众将
士攻下永州城， 当地老百姓为慰劳起义
军，杀了很多鸡鸭以表敬意，起义军看到
百姓如此热情，连忙帮老百姓一起忙厨，
可在杀鸭拔粗毛后， 起义军将士对鸭身
上好多细毛不会拔、怎么拔也拔不干净，
考虑到将士们打仗辛苦， 再加上开宴时
间快到了，一位老厨师急中生智，先将鸭

肉砍剁成小块，下锅炒好后再将生鸭血
倒进鸭肉里，继续炒拌成糊状，这样一
来， 鸭肉上的细毛自然而然看不见了，
开宴时，当老厨师将香喷喷、味浓浓、辣
乎乎的糊状鸭肉端上桌时，好多将士早
已垂涎三尺了， 连忙问其厨师是何
菜，老厨师结结巴巴不知回答，在场
的洪秀全妹妹洪宣娇品尝了一块香
辣味合口的鸭肉后连连说“好吃、好
吃，就叫它‘永州血鸭’吧”。 从此
以后“永州血鸭”就这样代代相传至

今。
如今“永州血鸭” 已成为永州市的

一道名菜，特别每年端午、中秋、春节3个
佳节到来时， 家家户户都有吃“永州血
鸭”的习惯。

全国屈学专家汨罗论“道”
屈原文化传承与区域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黄
敬波）“万古汨罗深，骚人道不沈”。今天，2017年屈原文化传
承与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开讲，全国50余名知名
屈学专家汇聚端午源头汨罗市，共论屈学传承与发展。

屈原文化传承与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由湖
南理工学院和汨罗市政府举办，是汨罗市“我们的节日·端
午”———屈子文化园开园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上，黄
凤显、蔡靖泉、鲁瑞菁、龚红林、赵敏俐、任国瑞等专家交流了
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与会专家围绕屈子文化园内涵式发展落
地策略、 龙舟节庆产业化落地策略、“中国汨罗·诗祖屈原·国
际诗人节”实施策划、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建设及其他关
于屈原与当代文化建设等论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达成共识。

“举办这次论坛，就是要凝聚全国屈学专家的智慧和力量，共
同为屈子文化园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智库支持。”湖南理工学院党
委书记、湖南省屈原文化研究基地负责人李明告诉记者。中国屈原
学会会长方铭感慨：“这次高峰论坛， 欣逢屈子文化园开园， 有此

‘龙头’，未来汨罗屈原文化产业化，将大有可为。”
会上， 汨罗市政府和湖南理工学院就合作出版湖南省屈

原文化研究基地丛书签约；汨罗市政府聘请毛庆、方铭、韩少
功等18位专家为屈子文化园咨询专家； 湖南理工学院屈原文
化研究基地赠送汨罗《全国屈原庙时空分布图》，该图将收藏
于屈子文化园。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川

“坳上乌米粽，好吃，对健
康有益！ ”5月29日，在郴州市
苏仙区坳上镇坳上古村村民
李启香家里，福建游客秦河伟
品尝着手里的乌米粽，连连称
赞。 在坳上古村，有着特别的
包乌米粽、 吃乌米粽的习俗。
这几天各地游客都奔乌米粽
而来。

“乌米粽的来历，当地有
一个流传很久的孝道故事。 ”
李启香说， 古代有一个大孝
子， 他母亲因交不起苛捐杂
税，被官府关进大牢。 为了不
让母亲饿死，他省下自己的口
粮，每天给母亲送饭。 但是，饭
还没送到母亲手中，就被狱卒
吃完了。

于是，这个孝子想出一个
办法： 上山采一些乌饭树叶，
捣碎同糯米一起做成乌黑色
的饭团，送给母亲吃。 狱卒一
看黑乎乎的饭中还混有一些
树叶，连猪食也不如，就给他

母亲吃。 他母亲吃后不仅身体
健康，而且在狱中连蚊子都不
叮她。 为纪念这个孝子对母亲
的孝顺，烧乌饭的习俗流传至
今。 坳上古村的村民也将“乌
米饭”发展为“乌米粽”。 每逢
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包乌米
粽。

李启香现场给记者演示
包粽子时，发现包粽子的米其
实是白色糯米，村民将山上野
生的乌饭树叶、 择子柴叶、枫
香树嫩叶等10余种可食用的
树叶洗净捣碎， 挤汁过滤，将
糯米浸泡在汁水中，糯米就染
成了乌黑色。 用清水洗净，像
包普通粽子一样，里面放上叉
烧、咸蛋黄等馅，一个个美味
乌米粽就做好了。

当地村民都说， 这几天8
元一个的乌米粽，每天带来几
百上千元的收入。 据了解，坳
上古村不断挖掘当地特色美
食，除了古村乌米粽，还有清
明花糍粑、艾叶糍粑、高粱粑、
桐叶粑、酥脆糖花等农家特色
绿色食品，很受游客欢迎。

通道喜尝“玫瑰粽”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吴贵勇 欧梦辽

5月28日，在通道万佛山镇玉带河千水滩3A景区，来自长
沙、武汉等地1000余名游客一起制作和品尝“玫瑰粽”，跳“多
嘎多耶”舞，欢度端午假期。

玉带河千水滩景区集旅游观光、农业体验、娱乐休闲为一
体，距万佛山·侗寨旅游集散中心仅2.5公里。景区经营以种植
加工玫瑰系列产品为主，种植金边玫瑰、月季等20个品种，种
植食用玫瑰400亩，观赏玫瑰100多亩。

在端午节期间，该景区举办了制作和品尝“玫瑰粽”活动，
让游客自己采摘玫瑰食材，动手制作“玫瑰粽”。“玫瑰粽，甜而
不腻，香甜中带有糯米特有的米味，非常好吃。”来自长沙的游
客王阳说，自己动手制作别有一番韵味。

“发展特色产业，助力精准扶贫。”景区负责人介绍，采用
“公司+基地+贫困户”的运作模式，通过玫瑰、花卉的种植和
加工，带动周边贫困户致富。“给贫困户种植提供种苗、技术，
保障回购。”万佛山镇杏花村村民陆荣魁说，让在家务农的老
弱病残贫困户也可以赚到钱。

古村乌米粽 浓香引客来

150余公斤鸭肉一锅烩
世界最大铁锅炒“永州血鸭”，2000多市民先尝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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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月29日，宁乡市关山古镇，游客在游览古街。端午小长假，长沙市周边
的特色小镇成为市民出行首选， 市民可自驾或报团出游， 一两天内即可往
返，既放松了心情，又体验了不一样的风土民情。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特色小镇
曳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