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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11月10日一大早， 石门县秀坪园
艺场被一层晨雾笼罩。 随着太阳升起，
橘林滴翠、 青山如岱， 一幅醉人的水
墨画跃入眼帘。

不到9时， 园艺场就热闹起来。 长
长的集镇上， 遍地是“黄金果”。 选果
的、 包果的、 装车的， 个个脸上洋溢
着笑容。

在这里， 不少村民把橘子称为
“黄金果”。 见记者不解， 副场长汪洋
云解释， 这里的村民吃的是橘子饭、
花的是橘子钱、 住的是橘子楼， 在他
们眼里橘子就是“黄金果”。

说起“黄金果”，这位年轻的女副场
长格外来神。 她介绍，秀坪是全国最大
的早熟蜜橘出口基地，也是全国第一批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早在上世纪80年
代，这里的柑橘就走俏全国。 虽然石门
是全国最大的柑橘县，但最甜的柑橘还
是在秀坪。 秀坪柑橘售价一路走高，还
带动了周边3个县的柑橘销售。去年，场
里人均纯收入达到1.4万元。

沿着一条蜿蜒的水泥村道，记者来
到园艺场秀山村。村里一栋栋小楼错落
有致排列着，坪前开满了鲜花。 在一个
扎着竹篱笆的橘园里，一对中年夫妇在
给橘树挖沟施肥，一群珍珠鸡和土鸡跟
在后面觅食。“橘子都摘了， 还在忙活
呀?”记者跟他们打招呼。 他们停下活，
女橘农说：“这橘树刚摘完果, 就像女人
生完孩子， 身子虚着呢， 需要补充营
养。 ”她的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进入橘园深处，传来推土机的轰鸣
声。 一些橘农隔着距离，把一棵棵橘树

连根挖掉，再用推土机将土地平整。“这
么大的橘树就这样毁了，岂不可惜？ ”见
到记者，正在现场的秀坪园艺场党委书
记、场长龙贤民与秀山村党支部书记舒
兆民等人走拢过来， 大家坐在地上，就
柑橘话题聊开了。

“这些挖掉的橘树，树龄有40多年
了。 树老化了，橘子品质退化了，必须更
新换代。 像这样的老橘树， 在秀坪有
3000多亩。 ”龙贤民的话里透着焦虑。

龙贤民告诉记者， 秀坪园艺场下
设5个村， 共5300人。 场里2.1万亩集
雨面积， 柑橘就占1.1万亩， 人均有2
亩。 柑橘是秀坪最大的支柱产业， 是
橘农赖以生存的饭碗。 如何做强柑橘
产业、 延伸产业链条？ 党的十九大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村民指明了
方向。

龙贤民说， 园艺场现有土地不可
能再扩大柑橘产业， 只能在产业链上
做文章。 今年起， 对3000多亩柑橘老
树逐渐淘汰， 全部栽上“大分四号”。
这个新品种9月底全熟， 糖分高， 可提
前一个月上市 。 目前， 已完成改造
1000多亩， 明年底可全部完成。

龙贤民还说， 橘树结果有大、 小
年之分。 为减少柑橘集中上市对价格
的影响， 他们在现有5个储藏库、 库容
1250万公斤的基础上， 准备再建两个
库容共计达1500万公斤的储藏库， 这
样在柑橘大年， 橘农也不慌， 政府也
不愁。 前不久， 一家名叫“阿香果林
公司” 的企业已与园艺场达成建设储
藏库的意向。 此外， 正在利用秀坪的
青山绿水开发橘旅之游， 为橘农找到
新的增收路径。

� � �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王文） 城市黑
臭水体一直备受市民诟病。 长沙市住建委主任王
伟胜今天透露， 长沙市将在今年底之前， 全面完
成全市建成区88处黑臭水体整治任务， “一个都
不落下”。

经检测识别和群众反映， 长沙市建城区被确
定和纳入整治范围的黑臭水体有88处， 其中开福
区黑臭水体最多， 达34处。 长沙市住建委从
2015年底起， 牵头对全市建成区黑臭水体进行
整治， 截至目前已完成79处整治任务。

岳麓区后湖一到夏天就散发着恶臭味道。 今
年以来， 岳麓区后湖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全面启
动。 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 后湖的黑臭湖水已经
全部抽完， 正在清淤。 今年底， 将完成清淤和湖
岸维修并开始蓄水， 有望成为岳麓区一大新景
点。 圭塘河曾是长沙出了名的臭水沟。 经过系统
整治， 采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目前圭塘河中下
游的水体已经得到恢复， 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据悉， 长沙市相关单位已倒排时间表， 抓好
工作铺排， 保证按时高质量完成城市黑臭水体整
治任务。

� � � � 湖南日报 11月 15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梁翔宇
尹华增）昨天，邵阳市水利局
发布，2017年邵阳市民生实
事项目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已
解决19.6万贫困人口的饮水
问题， 为省定任务19.04万人
的102.94%，提前并超额完成
全年目标。

今年以来， 邵阳市把解决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作为补齐脱
贫攻坚短板、 全面建成小康邵
阳的重要抓手， 将2017年、
2018年列为农村饮水安全全
覆盖暨巩固提升全面推进年。
计划用2年时间， 投资35亿元，
新建农村供水工程1167处，到
2018年底， 全面解决259万未
解决饮水问题人口和108万饮

水提质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其
中包括45万未解决饮水问题的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使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82%以上、供
水保证率达到95%以上。

2017年， 全市的任务是
要确保解决21万贫困人口的
饮水问题， 力争解决25万人。
同时，所有开工的单村、联村
工程要100%完成， 千吨万人
以上的规模水厂要全部完成
设计招标，年内开工。

截至11月初，邵阳市重点
民生实事项目农村饮水安全
计划的615处工程全部开工，
完工600处， 计划投资9.9亿
元，完成投资9.5亿元，计划受
益贫困人口20.21万人， 已受
益贫困人口19.6万人。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11月13日，阴雨绵绵，天气骤冷，刘
文胜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高铁，长沙市农
委组织全市农业带头人去中国农业大
学学习， 刘文胜是岳麓区的3名代表之
一。 和别人只需准备好日用品不一样，
他的旅行箱里还备有7天的抗癌药。

刘文胜是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镇
中塘村的村支书，3年前被查出患上肝
癌，但今年年初他又高票得以连任。 村
民龚冲云说，一般人患上肝癌，意志早

就被击垮了，可刘文胜工作一点没受影
响，村民大小事，他都细致耐心第一时
间处理。 龚冲云是一名退伍军人，受过
伤，妻子因病也无力劳动，他给村里写
了一封求助信， 刘文胜核实好情况，帮
他申请大病救助、申请低保、申请特困
补助，逢年过节都会慰问。

2004年，刘文胜第一次当选为中塘
村村主任。 那时，梅溪湖尚未开发，位于
长沙郊区的中塘村远远称不上富裕。 刘
文胜认为要带领村民过上好日子，不能
等、不能靠，一定要自己“造血”。 他请教

了数位专家，决定种葡萄，怎么种?村民
怕担风险，他就一个人干，慢慢技术成
熟了，葡萄丰收了，还形成了自己的品
牌，刘文胜毫无保留，从技术到品牌，倾
囊相授给全村村民。 后来中塘村的葡萄
园发展到了2000亩，一年产量达200多
万公斤。

2011年，刘文胜当选为中塘村村支
书，几年来他一直走在一条探索农村如
何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梅溪湖大开发，
中塘村要拆迁， 刘文胜第一个响应，把
葡萄园搬到了含浦街道，成立了生态农

业园，又一次把葡萄技术在当地推广开
来， 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一股活
力。

做好发展经济的带头人，刘文胜还
有很多村内大小事务处理，他总是会全
心全意为村民谋划，工作甚至细致到聘
请一批银行理财专家，为拆迁群众进行
理财辅导培训。 看到他每天忙忙碌碌，
有些朋友难以理解， 都身患重病了，为
什么不好好养病，安享晚年。 刘文胜咧
嘴一笑：“作为一名村支书，我就喜欢看
到乡亲们日子好起来。 ”

目前，中塘村的征地拆迁工作已经
基本完成，刘文胜正带领村支两委全力
以赴搞好中塘村征地扫尾和安置工作，
保证村民的安居乐业，帮助村里的劳动
力再就业。

长沙城区年内告别黑臭水体

邵阳已解决19.6万
贫困人口饮水问题橘园如画入眼来

身患癌症不忘初心， 梅溪湖镇中塘村支书刘文胜———

“我就喜欢看到乡亲们日子好起来”

� � � � 11月15日下午，长沙市岳麓区后湖，施工人员在进行塘体清淤。 后湖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于上月初启动，主要包括截污、清淤疏浚、水生态修复、水道连通、补水与水
循环等，在不影响周边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恢复后湖自然水生态系统。 目前，塘体清淤
工作全面铺开，预计年内完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后湖清淤

� � � � 湖南 日 报 11月 15日 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兵）
昨天， 常德市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通报， 石门县15个农
村垃圾点整改近日通过验收，
成为该市第一个通过市级检
查验收的县。 该县农村垃圾
整改工作共投入资金150万
元， 清运存量垃圾， 建成渗
滤液废水处理池， 整改完成
率100%。

石门县委、 县政府重视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乡镇垃
圾简易填埋问题， 反馈意见
下达后， 便约谈了2家县直单
位及12个乡镇 （街道、 区场）

主要负责人， 交办整改清单，
明确要求消化存量垃圾， 严
控新增垃圾， 15个农村垃圾
简易填埋点11月30日前必须
整改到位， 否则一律移交县
纪委追责问责。 国庆长假期
间， 该县各相关单位负责人
加班全力推进整治工程实施。
在大力推进上级交办的15个
农村垃圾填埋点整改的同时，
该县还全面实施了覆盖所有
乡镇的垃圾中转站建设， 目
前已全部建成并将垃圾清运
至海螺水泥协同焚烧处理，
做到日清日运、 乡镇垃圾零
增量。

� � � � 湖 南 日 报 11月 15日 讯
(徐德荣 唐曦 ) 11月13日上
午， 国家艺术基金“历史文
化名村名镇保护规划与创意
设计人才培养” 项目培训班
在衡阳师范学院开班， 来自
湖南、 北京、 重庆等11个省
份的高校教师、 在读研究生、
企业设计师、 旅游部门工作
人员等30人参加培训。

培训为期60天，包括集中
研修、网络研修、返岗实践3大
板块。 其中，30天集中研修均

在衡阳师院举行，将邀请高校
专家学者及相关行业人士讲
课，从政策理论、数字化重建
技术、创意设计等方面，着力
提升参训学员对历史文化名
村、名镇进行科学有效保护及
文化传承与研发的能力。

据悉， 衡阳师院早在上
世纪 90年代， 就提出建立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保护制
度， 并形成了以刘沛林教授
为首的古村古镇文化遗产数
字化传承研究团队。

石门县投入资金150万元
15个农村垃圾点
通过整改验收

培养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规划
与创意设计人才
11省市学员在衡阳参加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