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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曾德新 刘明）10月19日，在新化
县紫鹊界核心景区， 村民正对旱田和山
地进行梯田改造，确保来年种上红米，填
补景观“伤疤”。今年以来，新化县加强紫
鹊界地区产业发展和民俗挖掘， 努力打
造以“云水紫鹊、心之故乡”为主题的生
态旅游田园综合体。

近年来， 新化县依托瑰丽的自然山
水和独特的梅山民俗文化， 成功打响了
全域旅游品牌， 形成了一批富有特色的
乡村旅游线路和景观。 为实现娄底旅游

的中部崛起， 该县以紫鹊界国家4A级旅
游景区为试点， 着力打造生态旅游田园
综合体。 通过农民合作社为载体， 按照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构筑
“田园+农业旅游+农村社区”的升级版旅
游体系，建设宜业、宜居、宜游的新型田
园社区。 该项目计划筹资3.3亿元，于
2020年建成。

紫鹊界田园综合体通过“政府投入
引导、实力企业带动、农民广泛参与”的
方式，在打造公共品牌的基础上，构筑运
营平台和投融资平台， 建设生态农业创

意产业园、品牌农产品研发生产园、美丽
乡村农旅综合园区和创客创业孵化园，
实现传统农业向创新型农业转型、 传统
初级产品向品牌农旅产品转型、 传统农
业观光向多功能综合型旅游转型、 传统
发展方式向智慧创意循环方式转型。

新化县实施奖补、 利益共享和新型
投融资机制 ,对区域内达到省、市龙头
企业标准的企业和合作社，分别给予30
万元至100万元的奖励； 对新建家庭旅
馆、农家乐、精品农宿的农户，每户给予
5万元至10万元奖补。目前，紫鹊界核心

景区内，已孵化14个农民合作组织，形成
了以红米、黑米产业为拳头产品，以休闲
旅游、梅山民宿、生态养殖、地标产品开
发为主导的特色产业。预计到2020年，田
园综合体区域内农业特色产业基地面积
可突破6万亩，将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合作社88家，受益农民达6万多人。

湖南日报10月21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刘洪 陈雯）10月19日，记者从沅
江市委宣传部获悉，“沅江四季红镇腐
乳”已获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沅江四季红镇腐乳有300多年历史，
是湖南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腐乳品牌之
一。因其风味独特、纯正，深受消费者喜
爱，曾获得2016年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
览会农产品金奖。

四季红镇是为了集中安置安化县柘

溪库区移民而建立的建制镇， 地处沅江
市最北端。近年来，该镇为改变经济落后
面貌，走农产品加工增值之路，腐乳加工
逐渐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之
一。产品除在省内畅销，还远销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地。

为引导腐乳加工业做大做强，2015
年，沅江市成立四季红镇豆制品腐乳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出资注册“四季红”腐乳公
用商标， 组织有关企业负责人外出学习、

培训，聘请专家进行产品研发。同时，成立
四季红腐乳产业协会，委托省农科院制定
行业标准。目前，全镇已有腐乳加工厂36
家， 已办理QS认证3家。 去年， 共产腐乳
64.87万坛，创产值1300多万元；今年1月
至9月，创产值达1400余万元。

四季红镇结合腐乳产业发展， 在原
料种植、腐乳加工等环节，对贫困户进行
帮扶。 腐乳加工企业收购贫困户种植的
黄豆，政府每公斤补贴0.2元。贫困户在腐

乳加工企业就业的， 政府每人每天补贴
10元。通过帮扶，该镇已有40户贫困户脱
贫。“在这里上班2000元一个月， 家里生
活不成问题了。”在腐乳企业工作的贫困
户熊中芳说。

四季红镇计划建设移民食品产业
园，将腐乳资源整合，在保留原始制作方
式的基础上，引进机械化生产，让传统手
工业与现代化生产技术相结合， 扩大产
业规模，提高产业效益。

湖南日报10月21日讯（记者 杨元崇）今天，吉首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聘任该院青年博士廖金香担任硕士研究
生首届学术班主任。“鼓励研究生立足武陵山片区，把论文
写在田野、写在广袤的农村，是我们遴选学术班主任组织
研究生开展学术活动的初衷。” 该院院长廖胜刚向记者坦
言。

“过去，硕士研究生写论文很抽象，不鲜活，导致学科
服务基层、服务农村的成效偏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营
造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浓厚氛围，推动学科在新时代转型发
展。近两年暑假，地处武陵山片区腹地的吉首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对接国家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战略，以“武陵山
片区农村基层党建”作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切
入点。由廖胜刚、朱延岚、廖金香等一批教授、博士带领硕
士研究生先后赴湘渝黔武陵山片区15个县、22个乡镇、30
个村，开展了暑期农村基层党建调研，体验、感受党的十八
大以来武陵山片区各地基层党组织围绕精准脱贫中心工
作，积极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两个作用”， 引领群众致富
的故事。

导师与学术班主任相互发挥优势，激发学生学术研究
的潜能。参与调研的硕士研究生向丽、石凤川、康雪、陈宏
石等的创新能力、写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撰写的调
研报告，先后在《湖南日报》《中国教育报》登载，受到业内
人士的肯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同学们服务，做同学们
学术路上的陪伴者。”廖金香表示。

湖南日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陈健林 )眼下，正是早熟香
芋采挖时节。在香芋之乡江永县，数万
亩满是绿色的芋田里，芋农忙着把一车
车香芋销往外地。近日，千家峒瑶族乡
凤岩山村香芋种植大户唐小军， 组织
20多名劳力在田里采挖香芋。 他种植
了150亩香芋， 平均亩产2000公斤以
上， 每公斤卖到了4元多， 产量和价格
均比上年大幅提升。

江永香芋已有 1000多年种植历
史， 是农业部评定的首批绿色食品。近
年来， 该县积极推进香芋产业化建设，
大力推广杀虫灯、生物农药、有机肥料，
创建了绿色食品香芋生产基地。 同时，
推行“合作社+农户+企业”模式，采取
资金补贴、技术帮扶等扶持手段，鼓励
农民与企业签订收购合同。引进或鼓励
本地能人兴办10余家香芋加工企业。
桃川镇所城村香芋种植能手周飞鸿成
立瑶家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 投资
2400万元建成6条香芋系列深加工生
产线， 每天最多可加工江永香芋50余
吨，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
城市。

今年，江永县香芋种植规模已达6万
多亩，其中早熟香芋2.4万亩。据初步估
产测算， 今年全县香芋总产量将达12万
多吨，总产值近5亿元，增幅均超过20%。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刘亚平 陈亚星

10月20日，一名“老外”坐错了车，
竟然把湖南靖州当成了湖北荆州。 怀化
铁路公安处靖州火车站派出所民警热情
相助，将外籍旅客送到怀化高铁站，使其
乘上了前往目的地的列车。

当天上午11时许， 由重庆北开往深
圳西的K835次列车到达靖州站，车上下
来一位满头金发的外籍男性旅客， 在站
台上一脸迷惘地徘徊。 值勤民警丁勇见
状，立即上前询问情况。由于语言不通，
民警只好将这名外籍旅客带到派出所，
让熟悉外语的女民警周梓颐与其沟通。
经了解，该旅客名叫菲利普，39岁，德国
人。从重庆准备到湖北荆州旅游，由于发
音不准， 在购买车票时错把荆州念成了
靖州， 买了一张重庆到湖南靖州的火车
票。

弄清原委后， 菲利普十分焦急，周
梓颐耐心解释，打消他的顾虑。由于靖
州没有直达湖北荆州的列车，靖州火车
站派出所决定，让民警开车将这名外籍
旅客送往怀化高铁站，乘坐前往荆州的
列车。临上车时，这名德国旅客向民警
伸出大拇指，并用生硬的中文说：“中国
警察，真棒!”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梁利

在蓝山县塔峰镇古城村， 彭姓人
最多。据传彭姓人赚了钱，大部分用于
培养后代，很多子弟因此走出了村子。
村里今年100岁的彭家媳妇雷碧屏老
人也是这样，不管日子多苦，坚持送儿
女读书。她一生养育了9个儿女，如今
有8个是离退休干部或在职教师。

近日， 记者慕名拜访这位传奇母
亲。走近彭宅，“十星级文明户”的标牌
映入眼帘。 因这几天雷碧屏老人身体
有恙，儿女及孙辈、曾孙辈从外地赶回
来看望老人。

“1955年，县里评选‘模范母亲’，
驻村工作队了解我家情况后， 觉得我
母亲教子有方，就将‘模范母亲’的锦
旗授予了她。”今年已80岁的大女儿彭

锦绣回忆。
在雷碧屏严格管教下，彭锦绣学

习成绩一直很好，被保送到当时的郴
州师范学校读书。退休前，她担任湘
南学院附小校长， 育有两男一女。受
崇学家风影响，她的外孙女邓莹28岁
留学回国后，成为宁波方太集团文化
经理。

“当年， 母亲为了送我去长沙招
工， 硬是挑着我的行李， 走了两天两
夜，把我送到桂阳车站坐车。”今年78
岁的彭程实与75岁的弟弟彭程定回想
起母亲为他们学习所受的苦， 不禁老
泪纵横。“家里人口多， 为了解决吃饭
问题，父亲从别人家里租几亩地来种，
母亲每天去给别人舂米， 舂一担米可
得一升，拿回来给子女做饭吃，而母亲
从来不舍得吃细粮， 只选红薯和粗粮

吃。”彭程实说。
虽然雷碧屏老人没有进过一天学

校，但她非常重视教育，再苦的日子也
没耽误孩子学习。在老人言传身教下，
彭程定的学习成绩很好， 他从当时的
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 一直从
事教育工作。 他按母亲的方法教育儿
子， 把儿子彭欣培养成了北京口腔医
科大学教授。

“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多，母亲对我
们管得特别严， 绝不允许我们在外惹
事。”今年57岁的彭程宁是雷碧屏最小
的儿子，在蓝山县一完小任教，也是兄
弟姐妹中唯一没有退休的。

彭程宁告诉记者，“母亲辛苦了一
辈子，我们兄弟姐妹开了个家庭会，大
家一致决定，以后每逢节日，无论多远
都要回来看母亲。”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肖展发 曾凤志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在双
峰县杏子铺镇涟水村湾里组， 有位女
村民曹红英，用16年时间，细心照料瘫
痪公公，赢得了大家的称赞。

“有一次，我约曹红英到一个邻居
家吃喜酒。她把做好的饭菜、茶水送到
她公公手里，我们才出发。吃完喜酒，
她怕公公要上厕所、要喝水，赶紧回了
家”“曹红英自己也有病，2015年在长
沙切除了一个肾，今年7月，她的肝又

被切除了一部分， 但坚持带病照料公
公， 这样的儿媳妇太难得了” ……近
日，记者跨进曹红英家，许多村民不约
而至，你一言、我一语，说起曹红英照
料公公的事。

曹红英的公公左祥林，今年75岁，
2001年高血压中风，全身瘫痪，生活完
全不能自理。婆婆也体弱多病，爱莫能
助。 曹红英两个女儿在学校读书。6口
之家所需的费用， 全靠丈夫一个人外
出打工。护理老人的重担，全部落在了
曹红英肩上。

十几年来， 曹红英日复一日地为

公公洗澡、洗衣服、背扶公公上厕所。
公公每天要3次上床睡觉，曹红英总是
按时背他上床、起床，把3餐热饭、茶水
及时送到公公手里。公公爱吃香蕉，家
里常备不缺。为了方便公公出行，她买
来轮椅， 经常推着老人到外面走动走
动。今年，曹红英到长沙做切肝手术，
住院10多天， 她便把公公寄居在老人
的女儿家里。出院回家，她立即将公公
接回家里，自己带病照料公公。16年如
一日， 从没有说过一句对不住老人的
话， 更没有做过一件让老人不开心的
事，成为远近闻名的好媳妇。

师生下到农村
课题聚焦武陵山片区
吉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首推
硕士研究生学术班主任制度

江永香芋“飘香”
6万多亩香芋量价齐升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彬彬 温小林

近日，新田县龙泉镇毛里坪社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姜爱
明，主动把一份申请脱贫的报告送到社区居委会，“我要脱
贫!”

姜爱明拉住记者的手，把账算得清清楚楚：“20亩烤烟
已经售完，纯收入5万多元。晚稻收割后再种上一季蔬菜，
脱贫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姜爱明今年52岁，是个种了20多年烤烟的“老把式”。
2009年，姜爱明遭遇车祸，导致头颅严重受伤、左腿粉碎性
骨折，落下了残疾，至今走路都不很利索。加之妻子患先天
性眼病，视力模糊，无法矫正，不能从事繁重的体力活。由
于家庭收入微薄，他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2年，姜爱明刚刚能下地干活时，就不等不靠发展
烤烟生产，但夫妻俩只能种1亩多责任田，纯收入2000来
元，脱贫困难。

2016年，在新田县检察院、县电信公司驻该社区扶贫
工作队的帮扶下，姜爱明流转土地20亩，申请了4万元扶贫
小额信用贷款，聘请贫困劳动力做事。他从过去事事自己
干，转而成为发挥自己种植烤烟经验、指导生产的“小老
板”。扶贫工作队和社区干部还经常上门，帮这帮那。今年4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姜爱明种下不久的烤烟苗损
失不小。就在姜爱明愁眉苦脸之际，扶贫工作队从其他种
植烤烟的乡镇，及时调运来烤烟苗补种，挽回了损失。

贫困户当上“小老板”

“老外”坐错车,误把靖州当荆州
怀化铁警及时相助———

“中国警察，真棒!”

湖南日报10月21日讯 （廖功强 颜石敦）“在村里开办
的玩具厂工作，离家近，不耽误干农活，比出门打工强多
了。”近日，汝城县马桥镇石泉村贫困户胡丹华说，今年她
家务工、务农收入预计可达5万多元，年底脱贫不成问题。

今年， 马桥镇组织镇村干部开展劳动力就业调查摸
底，发现全镇2192户贫困户中有健康劳动力2778人，其中
1631人外出务工。为帮助贫困群众在当地就业脱贫，该镇
采取“企业+车间+贫困户”模式，大力引进企业在贫困村
建立扶贫车间，让大批贫困群众获得了在家门口上班赚钱
的机会。

目前， 马桥镇9个贫困村共引进小型玩具厂、 制衣
厂、电子元件厂等28家，吸纳就业480多人，其中贫困人
口占三分之一以上。村民们可选择在工厂工作，还可将
原料拿回家中进行加工，老板负责送货、收货，人均日工
资在80元以上。

家门口上班 不误干农活
汝城马桥镇引进28家企业带动就业

百岁慈母教子有方

久病床前有好媳妇

老百姓的故事

紫鹊界筹建田园综合体新化

“四季红”腐乳远销京广沅江

该项目计划筹资3.3亿元，于2020年建成

前三季度创产值超去年全年

株洲后备干部参加巡察工作
湖南日报10月21日讯（记者 周怀立 戴鹏 通讯员 陆

文）为加强巡察干部队伍建设，让后备干部在巡察实践中
接受教育、增长才干、锤炼党性，近日，株洲市委出台了《株
洲市后备干部参加巡察工作办法（试行）》，从组织领导、方
式方法、管理监督、奖惩考核等方面，对后备干部参加巡察
工作作出了明晰规定：所有市委管理的后备干部原则上应
参加一轮以上巡察工作；参加巡察工作的后备干部与原单
位工作脱钩，其工作表现情况将纳入个人档案，并作为干
部选拔任用重要参考。

10月21日上午，常德市鼎城区黄土店镇云峰山村，游客在云峰古寨的十万亩竹海中游玩。云峰竹
海位于鼎城区南端，与桃江、汉寿两县交界，南与安化接壤，是一个横跨三区县的原生态的森林公园，
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熊红岩 摄影报道

畅游竹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