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曹娴）记者从
今天召开的全省环境治理战役“夏季攻势”动
员大会上获悉， 对于中央环保督察和省政府
领导督察交办任务， 省环保厅将成立专门机
构，会同省纪委按一定比例抽查已办结问题，
确保问题整改到位、问责到位。下一步，中央
环保督察组还将向我省反馈意见， 交办一批
突出环境问题和重点案件。

打响全省环境治理战役， 我省重点推
进一批国家、省里部署的年度重点环境治
理项目工程， 其中包括在2017年底前，省
级及以上产业园区（工业集聚区）要完成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并安装自动在线
监控装置。目前，我省还有 65个产业园区
（工业集聚区）未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按照“水十条”要求，2017年底未完成的，
一律暂停审批和核准其增加水污染物排
放的建设项目，并依照有关规定撤销其园
区资格。

推进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三年行
动计划”年度重点任务，确保完成551个整
治项目。今年全省要完成不少于17台30万
千瓦燃煤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治理完
工 52条黑臭水体， 确保到年底消除全省

60%的黑臭水体； 实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建设，通过区域统筹分三批建设28座
焚烧发电厂，根本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继续推动重点镇污水处理三年行动、农村
垃圾治理五年行动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河湖沿岸垃圾清理专项行动，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

李敏

明天，2017年高考开考的铃声就将响
起，仿佛人生的第一次秋收，千万学子将各
自清点耕耘的成果。

虽然高考的神圣感逐渐淡化， 但它仍
被许多人罩上一道通往成功的光环。 每到
这个节点，围绕高考的话题，许多或悲或喜
的故事都会如约上演，也有许多“神话”成
为人们啧啧称奇的传说，仿佛，高考就成了
人生的分水岭。

从现实的情景来看， 在知识经济逐渐
走红的情况下， 考上大学似乎成了知识精
英的通行证。然而，如果从生命的轨迹来考
量，高考仅仅是人生的一次经历而已，远不
是生命意义的全部。随着选择的多样、价值
的多元，人们眼中曾经高高在上的高考，就
有了“参与”、“体验”、“挑战”、“圆梦”等更
加丰富的含义。 曾经的 “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 ”也为多数人的 “喜大普奔 ”所取代 。从

2002年开始无年龄限制以来， 小及懵懂顽
童长至白发老者都可以在考场中见到他们
的身影，由此可见一斑。

聊了这么一大堆的道理， 并不是刻意
淡化高考的功利， 也不是否定高考为国选
才的重要。 但高考毕竟不是一场 “见者有
份 ”或者 “各取所需 ”的普惠 ，在这一赛场
上，有胜出者，也会有折戟者。这样的结局
本身就是高考包含的要义。

事实上，时代已悄然发生着脱胎换骨的
嬗变。如果说，是多彩的现实给了我们广阔
的活动空间的话，那么，日益开放和人性化
的制度环境就给了我们足够的话语空间。

正如大家熟悉的一句话 ：“态度决定
意义”，高考何尝不如此？对于每一位考生
来说， 从容与真诚是最为合宜的态度，因
为是挑战 ，必须真诚参与 ；又因为它是我
们人生经历的一道风景，我们大可以不疾
不徐。只要真诚参与，倾心付出，你就是一
个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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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夏季攻势”吹响号角
省环保厅会同省纪委将抽查环保督察已办结问题

至年底消除全省60%的黑臭水体，产业园区须全部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从容真诚面对高考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
员 殷滋）株洲市公交总公司今天发布消息
称，今年高考期间，该公司1000余辆公交
车将参与爱心送考活动， 考生可持准考证
免费乘车。

据介绍，6月7日、8日两天， 株洲市

60余条公交线路上的1000余辆公交车
和100辆备用车将全部参加爱心送考活
动。此外，株洲公交总公司下属分公司银
建巴士的70辆出租车也将加入“一对一”
爱心送考队伍， 为考生免费提供专车服
务。

株洲千余辆公交车参与爱心送考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蒋睿)今天，
2017年湘潭市大型公益活动“爱心送考”
活动启动。据了解，今年报名参与爱心送
考的车辆达到1000余辆。

从2001年参加湘潭市第一届爱心送
考开始，“的哥” 陈国清一直没有缺席过，
每年都会参加爱心送考。“的哥”王智强也
参加爱心送考11年， 先后帮助考生50多

人。这次，两人都报名参加爱心送考。
活动主办方介绍，高考期间，考生只

需凭准考证就可以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
到湘潭城区任一考点。对贴有“爱心送考”
标志的车辆，交通管理部门也将开辟绿色
通道。此外，考试当天，搭乘湘潭市公汽公
司、湘运公交公司的公共汽车出行，考生
及陪考家长凭准考证可免票。

湘潭千余辆爱心送考车整装待发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何文华 许宇斌）6月5日， 安仁县教育局
负责人介绍， 为确保全县2100多名考生全
身心投入高考，该县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组
织多部门联动进行“绿色护考”，特别对家庭
贫困的考生，在高考期间食住行全免费。

安仁县“绿色护考”是指通过发布通告

和倡议书， 号召全县人民共同为考生营造
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县
里从公安、城管等多个部门抽调20人组成
联合执法队， 对考点周边、 考生食宿集中
地，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同时，为贫困考生
提供各种贴心服务， 从食住行等方面给予
全程关爱。

安仁贫困学生高考期间食住行免费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何京蔓 ）“希望通过我们共同努力，
为考生营造一个好环境……” 几天来，在
《请为新田所有学子留一份安静！我接力》
倡议书上签名，或通过微信等表态“护高
考”的新田居民达3万多人。

该倡议书的内容有11项，包括请大家
停跳5天广场舞， 希望家长多抽时间陪陪
孩子，在学校及周边不吵闹、不鸣笛，建筑
工地不进行噪声扰民作业等。目前，当地
10多处广场舞场地暂停跳舞。 还有200多
人报名参加“爱心送考”。

新田3万多居民热心“护高考”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

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
播出《沉下心、挖故事、看变化》专题节目，聚
焦中宣部专题部署的“精准扶贫、蹲点调研”，
讲述了蹲点邵阳县郦家坪镇罗汉村的《农民
日报》记者李朝民帮助村民邓再良改变思想、
加快脱贫的故事。

罗汉村是位于邵阳县东部的一个贫困
村，全村3150人尚有103户368人未脱贫。今年
5月1日，李朝民放弃假日休息，从北京直赴邵
阳，再从邵阳赶赴罗汉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同
劳动。 村民邓再良有等靠要思想， 加上身体

差，生活比较困难。李朝民在一次走访中了解
情况后，每天都去看望邓再良，与他交流，促
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李朝民把邓再良的变化细节告诉邵阳县
扶贫办主任朱绮华。 县扶贫办决定为罗汉村
增加1个扶贫公益岗位，让邓再良当上了保洁
员。

“我一定不会让李朝民老师失望！”邓再
良表示，要尽力把保洁员工作干好，争取拿到
奖金。同时，扩大西瓜种植规模。

为摸清适合村里发展的路子， 李朝民建
立了“罗汉新村民”微信群，征集发展金点子，
寻找脱贫好路子。很快，一场依托村里古桥古

道、罗汉古寺、聚仙洞、向天岩等历史文化资
源发展乡村旅游的行动在村里铺开。同时，李
朝民还请地方宣传部门支持， 找来县里民俗
文化专家，深入挖掘罗汉村境内祁邵古道、罗
汉古寺、聚仙洞、向天岩等文化旅游资源，整
理编印了罗汉村的人文历史故事。

前阵子， 李朝民在县旅游局及郦家坪镇
党委、政府的帮助下，把罗汉村开发旅游以及
罗汉仙泉桶装水生产招商信息挂上了网。目
前，已有3家公司前来洽谈。

如今，村民们似乎忘了李朝民的身份，大家
亲切地称他为“李老师”。李朝民说：“我是罗汉村
里一分子，希望为村民们多做一点事。”

永州志愿者“开出”千辆爱心送考车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艾志飞）6月5日，永州市2017年爱心
送考活动启动，1000辆贴有“爱心护考”标
志、来自社会各界志愿者的车辆整装待发。

此次送考活动由永州市文明办、 市教
育局等单位组织， 旨在为有需要的考生提

供帮助，让考生安全、准时、快捷抵达考场。
高考期间， 凡持高考准考证的考生都可以
免费乘坐贴有“爱心护考 ”标志的送考车。
高考考生还可通过爱心车队服务热线和爱
心送考专线提前预订专车， 享受免费一对
一服务。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
员 梁华 吴应岗）5月31日， 靖州县坳上镇响
水村村民黄万国站在杨梅林中间， 望着躲在
树叶中的杨梅果儿泛出淡淡的红色,脸上露出
笑容。“还过十多天，这些栽植3个年头的东魁
杨梅就可采摘上市了。”

“现在还是初果期，再过两年，我家种植
的东魁就进入盛果期。” 黄万国算了一笔账：
按照杨梅技术要求管护， 两年后他种植的杨
梅一年收入达20万元不成问题。

靖州杨梅素有“神州第一梅”的美称。目
前，该县种植杨梅面积近8万亩，年产杨梅近6
万吨，年产值超过10亿元，是当地农民主要的
经济收入来源之一。

近年来，靖州把符合“输血”与“造血”相
结合的杨梅产业作为扶贫策略，从品种选育、
生产种植，到贮藏保鲜到精深加工，创新确立
了通过财政扶贫项目融资业务的方式， 解决
了杨梅产业发展的前期资金问题。同时，按照
“政府作为、社会帮扶、农民参与”的办法，通

过“一砍（砍去老树）二种（种新品种）三品改
四护理”的方式，解决了杨梅老化严重、产量
下降、效益低下的问题，极大地提升了杨梅产
业的发展。

“鼓励企业进行高新技术改造和生产设
备更新， 引导企业研发天然维生素提取物，
提高杨梅经济价值；坚定不移打造特色农产
品加工重点县， 更好地发展县域特色产业，
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 靖州县委书记张远
松说。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卢静 詹薇

6月4日，在桃江县松木塘镇关山口村，益
阳市扶贫工作队队长孙瑞科正在打包“关山
土鸡”，这些土鸡已养殖1年多，每只大约1.5公
斤重，即将被送往北京的大酒店。

装土鸡的绿色包装盒上有“来自贫困山
区的纯生态散养土鸡”字样。孙瑞科说：“这些
土鸡个个携带‘身份证’。”记者看到，在每只
“关山土鸡”的脚上，都套了一个绿色的二维
码脚环。孙瑞科介绍道，消费者可以通过扫二
维码了解鸡的出生、养殖场地和养殖户、养殖
时间及检疫等信息。目前，这些土鸡每公斤卖

70元，主要销往长沙、北京等地。
关山口村是省级贫困村，山多地少，人均

耕地不足0.4亩，虽有山林面积11800亩，可多
是石头山，既不适合发展种植业，也不适合发
展笋竹两用林等产业。 在益阳市扶贫工作队
的帮助下， 村里引进益阳天润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成立了天润关山养殖合作社散养土鸡。
合作社流转了200多亩山地， 2016年5月正式
养殖土鸡。到2017年3月，土鸡养殖规模发展
到2万多羽，产值达到80多万元。

土鸡养殖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
村级集体”的模式。“贫困户可以养，其他村民
也可以养，由合作社免费提供鸡苗，并高价收

回，还有补贴。”今年初，当村支书文日昌在村
里宣布“关山土鸡”的运营模式时，引起了不
小的轰动。文日昌说，按照合作社的要求饲养
10个月以上的鸡， 回收时每公斤的价格不低
于40元；1年以上的鸡，每公斤不低于44元。并
且每回收一只鸡，分别给养殖的贫困户、普通
村民补贴20元、10元。

这几个月来， 每天找文日昌咨询的村民
络绎不绝。前不久，贫困户刘迪向文日昌要了
300羽土鸡的计划。刘迪算了一笔账，养300羽
鸡加上补贴，一年下来至少收入1.5万元以上，
还不包括卖土鸡蛋的钱。目前，关山口村村民
领养“关山土鸡”已超过5000羽。

贫困村的土鸡有“身份证”精准扶贫 在三湘
扶贫故事

沅陵县官庄镇界亭驿村 向明健

我叫向明健，今年43岁，是沅陵县官庄镇
界亭驿村贫困户。 在结对干部和镇、 村帮扶
下，通过让蜜蜂“易地搬迁”，我不仅摘掉了穷
帽，还走上了致富路。

10年前， 我在外打工负伤， 造成下身瘫
痪。妻子也长年病痛缠身，儿子在长沙读书 ，
父母年迈，收入来源少，家里十分困难。

我本来是养蜂好手，但因身体不方便，加上
缺资金，蜂蜜又找不到销路，所以养了10年蜂，家
里只有放在屋角的两箱蜂，年收入不到200元。

2015年底， 县里干部钦代寿与我结成帮
扶对子。他第一次上门来走访，就问我脱贫有

什么好法子，我说想养蜂，他记在了心上。
去年，钦代寿给我送来慰问金做本钱，还

联系镇、村帮我改善养蜂条件，翻修老木房 ，
硬化门前的泥巴路， 还在门前扎了一圈新篱
笆，栽上花木，并找人联系蜂蜜销路。

有干部帮忙，我自己也来了劲，马上买来
蜂箱。村干部过来帮忙搭建蜂棚，让蜜蜂 “易
地搬迁”，住进院子里的“新屋”。

人勤蜂不懒，到去年底，我新发展蜜蜂10
箱，当年收获蜂蜜29公斤。县驻村工作队和村
电商上门买走，我纯赚4800元。

去年，加上卖蜂蜜、低保、助学、村集体经
济分红等，一五一十算起来，我全家收入超过
1.5万元。

今年春节，我家张灯结彩，过了一个热闹
年。看着眼前场景，我给帮助我的干部钦代寿
发去短信， 感谢党和政府帮我这个残疾贫困
户摘穷帽，今年再大干一场，到时再报喜 。钦
代寿鼓励我 ，说只 “脱帽 ”不够 ，还要送我一
程。他到市里开会，跟一位爱心朋友讲了我的
故事，这个朋友来到我家，资助我2万元，鼓励
我把蜂蜜产业做大。

今年开春，我一口气买了30个蜂箱，现已
分箱25箱。估计到年底 ，仅养蜂一项可收入2
万元。我打算3年内发展养蜂60箱 ，到时就可
以过上小康生活了。

（湖南日报记 者 肖 军 黄 巍 通 讯 员
邓永松 整理）

精准扶贫 在三湘
百姓口述 养蜜蜂摘穷帽

靖州杨梅产业为扶贫“添力”
种植面积近8万亩,是当地农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我是罗汉村里一分子”
———《农民日报》记者李朝民蹲点罗汉村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6月4日晚10时许，在南华大学附一医院，
51岁的衡阳县渣江镇七星村党总支书记范忠
德被紧急送进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

“6月4日晚上8时左右，扶贫工作队正在
召开碰头会， 研究引进扶贫项目草龟养殖的
事。”衡阳市高新区驻七星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周斌说，期间范忠德出去接听一个电话，许久
没有回来。大家不放心，打着手电四处寻找，
发现他晕倒在村小学操场上。

渣江镇党委书记庾仲伟告诉记者， 范忠
德为了联系草龟养殖项目， 一连3天在奔波，
身体支撑不住，累倒了。

七星村是省级贫困村，自然条件差，贫困
人口多。范忠德一家多年在广州打工经商，并
创办了一家服装厂。去年3月，范忠德响应组
织召唤，留下妻儿管理服装厂，自己回村参加
扶贫。今年4月，范忠德以高票当选为村党总
支书记。 他患有高血压， 一直带病扑在工作
上。扶贫工作队的同志劝他多休息，他总说自
己没事，不要紧。

南华大学附一医院医师介绍， 范忠德原

本患有高血压， 由于近段过度操劳， 引发昏
厥。因抢救及时，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范忠德累倒了， 但他联系的扶贫项目并
没有停下来。6月5日上午， 记者来到七星村，
见一台挖土机正在挖掘养殖草龟的池塘。参
加这个产业扶贫项目的贫困村民范小林说，
近些天来，范忠德一直在张罗草龟养殖的事，
直到6月4日晚上晕倒。

庾仲伟介绍，范忠德回村一年多来，积极
配合扶贫工作队工作，帮村里引进了涂料厂、
特色种养等项目。村里贫困户有25户已脱贫，
余下29户都有了脱贫项目。

村支书累倒在扶贫一线

为高考学长加油
“十年寒窗，百炼成钢，决战高考，高三加油！”6月3日，蓝山二中高一学生为高三学生

加油、鼓劲。 梁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