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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徐德荣 成俊峰 吕
小宝）“常宁版画颜色多彩、技艺精湛，让我
大开眼界！”最近，常宁市举办为期一周的常
宁版画大型展览暨文化交流系列活动，从事
美术培训工作的刘女士参观后赞叹不已。

此次活动展出常宁本土版画作品180余
件，分工业情缘、历史印迹、新苗春色3个版块
展出，生动展现了常宁独具特色的工业历史、
自然风貌和人文民俗。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中
国工业版画研究院创作基地、 湖南省工业版
画创作基地、湖南省常宁版画基地揭牌仪式。

据了解， 常宁版画以浓厚的生活气息、
质朴的艺术风格，被誉为“湖南乡土美术的

奇葩”。 常宁市也因版画创作群体大、 作品
多、影响广，被誉为“版画之乡”。从上世纪60
年代至今， 全市共培育出版画作者560余
人，当地名山秀水和工业历史成为艺术创作
的源头活水。 1999年，常宁版画领军人物吴
国威获得版画界最高奖“鲁迅版画奖”。常宁
版画还4度打入深圳(观澜)国际版画市场，
其“四画”(工业版画、乡土版画、民俗版画、
宗教版画)作品深受海外藏家喜爱，远销法
国、德国、新西兰等10余个国家。

近年来，常宁市坚持文化建设与经济建
设同步发展，着力将常宁版画打造成全国知
名文化品牌。该市设立文艺精品及版画创作

奖励基金，每年对版画创作优秀作家进行奖
励。 同时，在南门湖歌剧院内建设面积1900
平方米的高标准版画基地， 集版画创作、展
览、培训、交易于一体，免费向版画艺术家开
放。 为推动常宁版画“走出去”，该市还成立
地域文化研究开发基地和版画课题组，专题
研究开发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力推产学研发
展模式，重点创作能体现常宁文化核心元素
的工业版画，让工业版画焕发新生机。

据统计， 近5年来， 常宁版画共售出
4100余件，收入2300余万元。常宁市也因版
画艺术蓬勃发展，3次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肖祖华 戴
勤 通讯员 谢定局） 8月5日， 在洞口县高
沙镇新和村陶源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水稻种植示范基地， 工人们将套养的鸭子
赶出稻田， 准备出售。 “1500只鸭子， 每
只卖40元， 仅此一项可增收6万元。” 公司
法人代表严迪文乐呵呵地说。

洞口县是传统农业大县。 近年来， 该
县不断优化产业布局、 转变发展方式、 强
化社会服务。 特别是通过创建种养结合生
产基地， 大力发展以生态套养为模式的农
业循环经济， 取得良好效果。 目前， 已在
高沙镇、 黄桥镇、 石江镇建立稻鱼 （虾）
共生种养示范基地4000亩， 在毓兰镇、 花

园镇、 雪峰街道、 文昌街道建立稻鸭共生
种养基地3万亩、 猪-沼-稻循环种养基地1
万亩。

去年， 高沙镇新和村严迪文与合伙人
采取“不施农药化肥， 鸭子松土除草” 方
式， 种植6亩水稻获得成功， 水稻亩产达
635公斤。 经抽样检测， 稻谷农药残留、 重
金属含量等指标均低于国家标准。 今年，
他们一鼓作气， 成立陶源里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流转土地200余亩建基地， 搞
稻鸭共生种养。 经2个多月天然放养， 鸭子
已养肥， 供不应求； 水稻长势良好， 预计
将获丰收， 所产有机稻谷价格将远高于普
通稻谷。

据介绍， 洞口县推行的生态套养农业
循环经济， 通过采用有效微生物培育技术、
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施用有机肥并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实行种养结合等， 大
幅减少了农药、 化肥用量， 降低了生产成
本。 该县桂花农业机械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杨其军说： “搞生态种植， 每亩
地能省下250元左右的化肥农药费， 省钱
就是增收。”

生态套养， 有效促进了洞口县现代农业
发展。 今年， 该县新增种粮30亩以上的大户
103户， 种粮大户总数达到1733户； 发展粮
油生产专业合作社51个， 正加快形成一村一
品、 一乡一品农业生产经营新格局。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江先国 王军

“上了户口，小孩就能过上正常人的生
活了，还可享受建房补贴、医疗保险等政策，
上学问题也解决了。 ”日前，株洲县淦田镇南
塘村贫困户赵卫星高兴地到株洲市人大常
委会驻村帮扶工作队报喜。

南塘村位于淦田镇东北部，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38户104人。 在脱贫攻坚突出问题集
中整改中， 驻村帮扶工作队查出了问题：一
些贫困户竟是无户籍信息的“黑户”。

今年47岁的贫困户赵卫星是最先被发
现的， 他在打工时娶了外地媳妇吴小芳，小
孩出生后，一直上不了户口。 经仔细询问得
知，吴小芳5岁时父母双亡，1986年被人从广
西拐卖到云南昆明， 后辗转来到株洲打工。
吴小芳无法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小孩出生后
也处于“黑户”状态。

工作队随即到公安部门了解情况，获悉如
果能证明赵卫星与小孩之间存在父子关系，可
给小孩上户口。 随后，工作队队长王文南把赵
卫星父子带到市中心医院做亲子鉴定，并在株
洲新兴医院调出母子住院档案，办理了出生医

学证明。 经报省及株洲市、荷塘区三级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荷塘区卫计局加急启动赵卫
星儿子出生证核准登记程序。

村里同样受小孩“黑户”问题困扰的贫困
户曾铁良，几年前与妻子离婚后，一个人带着
小孩生活。 他多次联系在上海打工的前妻，
要她回来给小孩补办手续，但前妻不予理会。

王文南得知曾铁良的情况，到当地派出
所查阅档案，发现曾铁良唯一的证明材料只
有一份离婚判决书，其他材料缺失。

曾铁良前妻户籍地在贵州省贵阳市小
河区金竹镇。王文南与当地派出所取得联系，
安排工作队员蔡安西、黄陈军陪同曾铁良去
贵阳，但曾铁良前妻家人并不配合提供材料。
无奈之下，当地派出所为曾铁良的儿子重新
制作了户籍资料。 同时， 王文南来到株洲县
公安局户政大队，为曾铁良小孩申请开具准
迁入证明。

株洲、贵阳两地公安部门联手，最终解决
了曾铁良小孩的户口问题。

王文南介绍，南塘村6户有“黑户”的贫
困户，除一户因夫妻两人均为智障，无佐证材
料无法办理外，其他5户的“黑户”问题均已
顺利解决。

�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谢添） 今天， “全国学雷锋模范消防大
队”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沙市望城区举行，
不同身份的代表从不同侧面、 以不同视角，
生动讲述了湖南省公安消防总队长沙市支
队望城区大队的先进事迹， 一个个真实鲜
活的故事深深感动了现场听众。

5月中旬， 国务院、 中央军委授予望城
区公安消防大队“学雷锋模范消防大队”
荣誉称号。 7月20日， 长沙市委召开动员大
会， 将“跟着望城消防学雷锋” 活动上升为
全市层面的统一部署和行动。

先进事迹报告会上， 大队“雷锋班” 班
长张定轩诵读了自己写下的4篇 《雷锋日
记》， 回顾了大队对新兵进行雷锋精神教
育、 组建救援队赶赴汶川抗震救灾一线等
事迹， 展现了消防官兵的“螺丝钉” “舍己

为人” 等精神。 曾在大队工作的湖南省公安
消防总队政治部副主任黄黔湘介绍了大队
推行的“晨操不喊口号” “夜里不拉警报”
等“爱民护民五项规定”， 推出的“智能掌
上消防APP” 等创新便民措施， 以及倡议、
发展了2万多人的9支爱心服务分队等学雷
锋做法。

望城区广播电视台记者苏卓讲述了旺
旺食品有限公司预备车间救火、 消防官兵组
织爱心募捐救助白血病女孩等自己镜头里
记录的故事。 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何礼
回忆了消防官兵们接力结对帮扶残障学生、
帮助他们掌握应急逃生方法、 编制我国第一
部盲文版 《消防安全知识手册》 等事迹， 当
她动情地说到“在视障孩子们眼中， 望城消
防官兵的样子就是雷锋的样子” 时， 在场许
多听众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
员 邱鹏）昨天，衡阳县两大重点民生工程项
目———蒸水灵瑞寺（清江）大桥、西界公路相
继开工建设。

据介绍，蒸水灵瑞寺（清江）大桥北起蒸
阳大道，向南跨越滨江路、蒸水河和英南新
区规划的滨河路，终点与英南新区规划的新
城路连接，大桥总长436米，工程总投资6710
万元，计划总工期为18个月。 该项目建成后，
对改善当地交通条件，开发和建设英南新区

具有重要意义。
西界公路是省“十三五”干线公路重点规

划建设项目， 起于衡阳县界牌镇与衡山县马
迹镇交界处，途经界牌、石市、渣江、台源、西
渡5个乡镇30个村（社区） 和界牌陶瓷工业
园， 终点接衡阳市船山西路， 全长47.607公
里，按二级公路标准设计，总投资约7.5亿元，
总工期24个月。 该公路建成后，将惠及沿线
60余万名群众， 加快界牌陶瓷工业园建设，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颜石敦 刘小林 叶寒竹

从10年前的下岗女工， 到如今办公司
带动近1000人就业；从没有一单业务，到现
在物业管理、劳务派遣遍地开花，她就是被
评为郴州市第三届创业带动就业之星的朱
艳华。

“下岗不可怕，可怕的是创业的心也‘下
岗’了。 ”8月1日，记者来到汝城县新一家物
业管理公司， 看到朱艳华正在给新员工讲
课。 44岁的朱艳华身穿笔挺的黑色工作服，
显得精神干练。

朱艳华告诉记者，她曾是汝城县政府招
待所的工作人员，2005年下岗后决定自主
创业。她不断往外跑市场、觅商机。一天到晚
在外奔波，家人劝她安心在家操持家务。 但
朱艳华不这样想，她到外面考察学习，寻找
创业契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投身物
业管理行业。

2007年， 朱艳华筹资成立了汝城新一
家物业管理公司， 业务涉及保安、 保洁、修
护、绿化等。

“公司开张一年多没接到一单业务，合
伙人因看不到前景退了股，就连手下员工也

因为没事做，不好意思领工资。”朱艳华苦苦
支撑着公司，冥思苦想怎样走出困境。 接下
来几个月， 朱艳华不断跑政府主管部门，积
极跟房地产商沟通交流， 潜心分析客户需
求。

2008年，朱艳华接下第一单，迈出物业
服务第一步。 因为她真诚、热情、服务周到，
第二家、第三家……不断有单位找她洽谈物
业服务。

朱艳华并不满足于小成就，2009年她
又成立劳务派遣公司， 2010年还成立了拍
卖公司。

目前，她的公司已为汝城20多个行政与
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承担
着70多个单位的临时用工派遣，聘用员工近
1000人，其中100多人为下岗人员。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何云雄

“近者是邻， 远者为乡； 以和为贵， 仁厚
谦让； 艺业相扶， 困难相帮； 邻里之间， 互
为守望……” 这是江永县粗石江镇城下村周氏
族谱里的内容。 8月8日， 67岁的村民周瑞祯见
到记者时说， 城下村周氏先祖的最初约定， 后
人将其作为精神食粮， 代代相传了上千年。

村支书周庆云说，城下村是一个唐代周姓
先祖建村、距今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 目前
有854户3360多人，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自古
以来，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城下村也发生
了巨变，唯独这祖传训示一直传承不变。 北宋
时村里贤才周尧卿，于天圣二年中进士，后积
官至太常博士。 据记载，周尧卿兄弟及其子孙，
共有14人中了进士，声誉远播，号称“社拨周
家”。 他以学问、品行闻名，首倡以募谷捐资形

式兴办教育，当时与道州周敦颐并称为“潇川
两先生”。 城下村人世世代代以周尧卿为楷模，
守望相助、和乐融融。

“古时，周氏族人的道义、品德故事数不胜
数。 眼前也有许多感人事例。 ”周庆云介绍，城
下村人大度包容，不排外不欺穷，乐于助人。 城
下村有20个姓氏，98%的村民姓周，其他是杨、
张、唐、刘等19姓的人家，小姓人家的祖辈大都
是逃荒避难过来的，但在这里，都能够相互依
存、和睦相处。

“千百年来，城下村民严守周氏祖训，不
知不觉中，不谄富不欺贫，和谐相处、守望相
助等品德，在这里成了一种常态。 ”周瑞祯深
有感触。外地媳妇陈小燕刚嫁进村里，就觉得
“这个村和别的地方不太一样，村里人很少吵
架，感觉都像读书人，人人讲道德，个个有修
养。 ”

帮“黑户”做回“明白人”

雷锋家乡消防官兵事迹感动星城

衡阳县两大重点民生项目开工

技艺精湛 风格质朴

常宁打造版画品牌

生态套养 稻香鸭肥

洞口力推循环经济

“千年约定” 传承民风

� � � � 8月9日， 雨过天
晴的张家界武陵源风
景区迎来云海景观。
飘逸的云海一团团地
簇拥着， 时而像瀑布
一样倾泻而下， 时而
在峰林间蜿蜒迂回，
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

吴勇兵 摄

雨后云海
气势磅礴

创业记 下岗女工成创业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