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上接1版②）
记者了解到，6月24日至25日，省减灾委办

公室、省民政厅派出3个工作组，赶赴自治州、张
家界市、常德市、邵阳市和怀化市部分重灾县区
查核灾情，帮助和指导当地开展抗灾救灾工作。
省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后，省减灾委、省民政厅

商省财政厅紧急下拨救灾资金600万元， 调拨
救灾棉被1400床，帐篷250顶，紧急调运灾区。

受灾地区党委政府和民政部门等全力开
展抗灾救灾工作。自治州、岳阳市、常德市等
已启动市州级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临澧县民
兵应急分队紧急转移安置受淹危险区域的居

民；津市市搭建救灾帐篷5顶，紧急筹措价值
20万元的救灾生活类物资下拨灾区。岳阳市
岳阳楼区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7082人，区
民政局已下拨80万元救灾资金，同时购置了
一批矿泉水、棉被、大米、食用油等救灾物资，
紧急调运受灾乡镇、村组。

�荨荨（上接1版①）
24日8时至今晨8时，湖南共有444个乡镇

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大暴雨量级，3个乡镇
超过300毫米，今天白天的强降雨主要在湘中
以南地区。应对强降雨过程，省气象局自今天
10时起启动湘中以南地区气象灾害（暴雨）Ⅲ
级应急响应， 并自今天17时起解除湘中以北

地区气象灾害（暴雨）Ⅲ级应急响应。
省气象局副局长潘志祥介绍，22日开始

的强降水过程已经在湘北持续了3天，目前省
内沅水、 资水中下游地区干流已经超警戒水
位，湘中以北的中小水库、塘坝都在泄洪。随
着雨带南移， 湘中以北的强降雨将转向湘中
以南，而且在湘中以南地区持续时间更长、累

积雨量更大。
气象专家建议，近期湖南雨水相对集中，

需防御持续性强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域洪
水、山洪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和城市内
涝；注意沅水、资水、湘江中下游及洞庭湖区
可能发生的流域性洪涝；关注山塘、水库、尾
矿库的防汛安全，做好防汛调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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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炯芳

精准扶贫既是重大政治任务， 也是第一
民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扶贫要先扶
志。要帮助贫困群众从思想上脱贫，必须下一
番“扶心”的绣花功夫。去年，湘潭市实现了省
定贫困村全部“摘帽”，但加快贫困人口脱贫
步伐，巩固已有脱贫成果，仍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项重大任务。带着这样的使命和责任，结
合落实省委脱贫攻坚“三走访三签字”工作要
求，6月20日一大早，我没有让市直部门的同志
陪同， 也没有和县里打招呼，4个人一台车，直
接前往湘潭县几个偏远乡镇开展调研走访。

行驶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位于湘潭县
西南的排头乡。 这是一个有6万多人口的大
乡，至今还有412户1009人未脱贫。乡政府干
部告诉我， 全乡所有贫困户都明确了乡干部
结对帮扶，再加上市、县部门对口帮扶，做到
了脱贫攻坚“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当前他们
正在发动贫困群众，鼓足干劲搞湘莲、萝卜、
蜜蜂等种养业， 并建起了合作社， 效果很不
错， 一些产品还卖到了韩国。“要让贫困户脱
贫，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长年工作在
基层的干部一致认为，扶贫不能光“浇水”，还
要勤“松土”，最重要的是把贫困群众的信心
和干劲激发出来。 我听后深有感触， 很受启
发， 鼓励他们一定要把脱贫攻坚的责任担当
好、落下去，确保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深
入发动贫困群众动起来、干起来。

与排头乡相邻的锦石乡政府院里，一个亲
切熟悉的声音叫住了我，原来是碧泉村党支部
书记谭俊岳。老谭在村里当了18年支书，还是
连续三届的市人大代表。“这几年搭帮搞精准

扶贫，我们村的变化蛮大哩。”刚一见面，老谭
就兴奋地介绍村里的情况。 碧泉村依山傍水，
村里有一口千年清泉———碧泉潭，宋代理学家
张栻收徒行教的碧泉书院， 也因此潭而得名。
近年来，该村立足优势办起了饮用水厂，还搞
起了槟榔加工，吸纳周边400余村民就业，其中
就有20多名贫困群众。“这汪泉水是碧泉村最
大的自然宝库， 以碧泉书院为标志的胡安国、
胡宏父子开创的湖湘理学是最大的文化遗产，
一定要规划好、保护好、利用好。”我和老谭攀
谈，“村里借助这些资源，完全可以通过策划包
装，把农业休闲观光、文化旅游产业做起来。”

中午，我们一行找了个农家，吃过简单的
中餐， 又驱车前往同样偏远的茶恩寺镇茶花
村。该村2015年被认定为省定贫困村，也是我
去年开始联点的贫困村。通过扎实推进“七个
一批”，全村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村集体提前
一年实现 “摘帽”， 并成为省 “脱贫攻坚示范
村”。在村部，我见到了新上任的村支部书记侯
建荣。他雄心勃勃地跟我谈起了自己的“施政
大计”：“我们计划建立村级产业发展基金，把
种养业做大， 还要把基层党支部建设抓细抓
实，发动党员群众把茶花村建得漂漂亮亮。”侯
建荣的选择，令我十分感佩。我鼓励他，只要心
底无私，大家就会认可你，要带着大伙坚定信
心干、放心大胆干，一定会干出一片新天地。

离开村部，赶往我联点帮扶的“穷亲戚”
侯海泉家。老侯此前患多种疾病，两个儿女要
读书，负担很重。通过政策帮扶，老侯的病正
在得到有效治疗， 孩子上学费用基本不成问
题，一家人的生活明显改善。到他家时，老侯
刚从地里忙完回来。“那片地种的是白薯，有
30亩，其中8亩是我承包的，另外种了15亩湘

莲、20亩水稻，这样搞下去，生活很有奔头。”
老侯指着不远处的大棚，高兴地向我介绍。去
年起，在政府扶持下，老侯搞起了合作社，还
办了家庭农场，依托村里的电商平台，农产品
上了网， 还进入了步步高超市。“现在白薯每
公斤能卖5至6元，刨去成本，一亩白薯一年能
赚3000元。今年种了8亩，2万元收入没一点问
题。” 老侯拉我在屋里坐下， 算起了收入账。
“再过几年，合作社做大了，细伢子也都参加
了工作，好日子离我们就越来越近啦！”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贫困群众
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
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改变
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
运”。这天一路走来，看到的真切变化、听到的
真实意见、感受到的真挚情感，让我对总书记
的谆谆教诲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在当前脱贫攻
坚的关键时刻，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对象，
更是脱贫致富主体。我们不仅要想方设法“输
血”保障基本生活，更要精准施策“造血”增加
稳定收入；不仅要坚定战胜贫困的信心，更要
鼓足脱贫奔小康的决心和干劲。只有坚持“扶
贫先扶志”，以绣花功夫把扶贫工作抓准抓实、
抓细抓好，真正在贫困群众心里种下一颗希望
的种子，激励他们自立自强，才能彻底解开贫
困的枷锁，日子过得一年更比一年好。

和老侯告别，车子开出了村口。回头望去，老
侯还站在那片生机盎然的荷塘前，向我们挥手道
别。那一抹幸福的微笑，久久留在我的脑海深处。
正是这千千万万张深情的笑脸和千千万万双期
盼的眼神，激励我们不忘初心，坚定前行。

（作者系中共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刘魁春 邱鹏) 6月23日，在衡阳县台源
镇东湖寺村优质稻田里，几位农民正在施肥。
县农业局负责人介绍，今年，衡阳县致力调优
农业生产结构， 全县建成高档优质稻精细化
生产基地40万亩，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20%。

据了解，近年来，衡阳县以优质稻产业
协会为平台，积极培育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体
系，实现高档优质稻产业“区域化布局、规模
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
务、品牌化营销”。目前，该县优质稻产业协
会已发展会员301个。 通过协会引领带动，
全县种粮30亩以上的大户达到8654户，新
增家庭农场73家、专业合作组织18个。全县
流转水田近60万亩，建设“早加晚优”绿色

示范基地30万亩。
今年，衡阳县加大财政奖补力度，县财政

安排粮食生产发展资金2600万元，用于高档
优质稻产业培育和产业园创建。对9个核心乡
镇县定双季优质稻示范区50亩以上大户，每
亩奖励150元；对其他乡镇县定规划区种植双
季优质稻50亩以上大户，每亩奖励120元；面
上30亩以上种粮大户，每亩奖励40元；对25
个乡镇县定规划区域内实行地膜覆盖的早稻
专业化集中育秧，据实结算给予奖补。

衡阳县还大力推行保姆式服务、 订单化
生产，对优质稻种植区域实行田间统一管理。
角山米业等龙头企业与种粮农户签订收购合
同，统一生产标准，明确高档优质稻加价10%
以上，农民亩均可增收150元以上。

给贫困群众种下希望的种子

衡阳县建成高档优质稻基地40万亩
全县种粮大户达到8654户

6月24日，龙山县石羔街道泗坪村，游人在观赏荷花，拍照留念。该村有百亩荷塘，夏赏
荷花秋收莲，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助农增收。 曾祥辉 彭杰 摄影报道

种植荷花助农增收

市州委书记扶贫手记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金原）浙江大学本
科生在校学习期间， 每人至少有一次去海外
学习的经历。三年级前，有三次重新确认专业
的机会。 这是笔者从浙江大学湖南招生组今
天在长沙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信息。

作为一所国内乃至世界有名的高校，浙
江大学近年来加大改革发展的力度， 推出了

一系列创新举措，引起各方关注。此次浙大在
湖南招生，鼓励理科647分以上的考生和文科
639分以上的考生报考，而理科651分以上的
考生和文科645分以上的考生被录取希望极
大。浙江大学承诺：湖南省考生第一志愿报浙
江大学的， 若服从专业志愿调剂， 进档不退
档。考生若填满专业志愿，则不填不调。

高考招生关注

浙江大学发布在湘招生信息
本科生将至少有一次海外学习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