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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乃继辉

立冬时节，栀子飘香。在双峰县沙塘乡
忠实村连片开发的300亩黄栀子种植基
地，金灿灿的黄栀子挂满枝头，前来采摘黄
栀子的农户喜上眉梢，一派丰收景象。

“今年的黄栀子比去年多出好几倍，
采摘1公斤有1.2元的工资，还是产业扶贫
政策好。”71岁的村民谷应娥感慨道。

“今年以来，湖南农大提供了全程技
术指导服务，加之前期雨水充足，后期天
气晴朗，有利于黄栀子的生长。有的单株

挂果1000多个，单个重量达4克，亩产黄
栀子可达500余公斤。” 湖南梅之鲜生态
循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朱梅根一
脸喜悦，“这批黄栀子将进行集中烘干处
理，加工成医药原料，提高产品附加值。”

双峰县实施产业扶贫以来，梅之鲜公
司积极参与，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

贫困户”的模式，推广黄栀子、金银花标准
化种植。 第一期开发的忠实村连片300亩
黄栀子种植基地，严格按照GAP标准进行
种植， 被湖南农大认定为良种选育与规范
化栽培实验基地。 该公司开发的第二期黄
栀子项目2000余亩，明年也将挂果。纳入
产业扶贫的第三期黄栀子项目预计1万亩，

现正在进行土地整理。3期种植基地建成
后，预计可带动近万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据悉， 黄栀子是几十种中成药的原
料， 可从中分离提取天然食用色素和用
于生产中成药或保健品的藏红花素和栀
子苷等， 是经国家卫计委批准的药食两
用植物。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朱毅

“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搬出穷山沟，住
进新房子。”11月10日， 在会同县沙溪乡
木寨村， 贫困户龙生乐呵呵地拉着记者
去参观他的新房。

龙生一家5人和哥哥一家4人，以
前挤居在村里偏远的井头坪（小地名）
山脚的老木屋里， 全家人仅靠0.5米宽
的田间道出入。 一下雨， 房屋四处漏
雨， 入户小道更是泥泞不堪， 难以行
走。

今年， 龙生家被列入县易地扶贫分
散安置拆迁户对象， 新房子就建在村道
旁，离村部近。“出入的路好走了，还接上
了自来水。”龙生说，搬出来后，去乡镇赶
集办事也方便了， 他和妻子最近忙着给
在外务工的儿女收拾房间， 让他们回家
时眼前一亮。

木寨村地处偏远， 全村共有贫困户
162户588人，多散居于深山。去年，当地
政府对该村7户贫困户实施了易地搬迁，
今年又有12户易地搬迁。

据了解，今年，会同县计划易地扶
贫安置1953户。 其中， 集中安置1009
户， 共建24个集中安置点； 分散安置

944户。 目前，24个集中安置点已全部
开工，完成投资2亿余元；分散安置全
部完工，完成投资2.4亿余元。同时，立
足安置区资源发展特色农牧业与劳务
经济，并落实公益岗位，为搬迁户尽量
提供就业机会，让贫困户搬得出、住得
下、留得住。

黄栀子 金灿灿

新房子 暖洋洋

陡岭山上播绿人
资兴两部影片
获“微电影展”大奖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 （通讯员 李李 记者 李秉钧）资
兴市文体广新局负责人今日介绍， 在杭州举行的第五届中
国国际微电影展上， 央视微电影频道为该市量身打造的微
电影《雾漫小东江》获最佳音乐微电影“金桂花”大奖、《美丽
资兴》（又名《如影随行》）获最佳城市微电影“金桂花”大奖。

中国国际微电影展是由杭州市政府、 中央电视台、中
央新影集团发起举办的。资兴市获奖的2部作品巧妙嵌入
众多本地元素，《如影随行》 讲述一个为梦想而执着的摄
影师的故事，《雾漫小东江》 则讲述一段在小东江邂逅的
爱情故事。

岳阳“四海揽才”
进武汉高校
3年引进120名博士

湖南日报11月20日讯（记者 徐典波）昨天，岳阳市在武
汉大学举办2017年“四海揽才”（武汉）冬季人才招聘活动新
闻发布会和现场招聘会。 湖北省11所高校学生就业部门负
责人应邀参加。岳阳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瑰曙发布
人才需求信息称，岳阳市推出100万元安家补助等七大优惠
政策，面向全国招揽人才。

这是今年岳阳在武汉举办的第二场招聘会， 参与招聘
的182家企事业单位亮出了1841个岗位。其中94家事业单位
提供252个职位447个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两大
行业，成为最大“亮点”。薪资方面，湘财证券以100万元年薪
招揽金融人才成为年薪之最，67.3%的岗位薪酬区间集中在
8万至12万元。

岳阳市副市长李为称，近3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大力
实施巴陵人才工程，推出重点人才支持计划，已连续成功在
武汉、深圳、长沙等地举办多场招聘活动，引进各类优秀人
才3500余人，其中博士120名，带动全市引进各类人才2万
余人， 为岳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
力支撑。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11月18日，气温突降,冬雨淅沥,寒
气袭人。衡阳县恒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夏建军起了个大早，带领总经理
余华文和两名技术人员，踩着泥泞来到
承包经营的西渡镇陡岭村造林基地，移
栽、施肥，让苗子安全过冬。

“早晚温差大，露水凝成霜，易对幼
苗造成一定的损害，不利来年开春大面
积种植。”夏建军说，集中移栽对罗汉松
等幼苗的根系发展有益，利于幼苗在冬
季良好地生长。

今年46岁的夏建军说，退伍后分配
在衡阳市煤炭局机关，1993年停薪留
职，从事铅锌矿业经营10余年，淘得第
一桶金。

2009年秋季， 夏建军前来陡岭村
做客。陡岭地理条件差，坡陡石厚，荆棘
丛生。 夏建军心想：“只有栽树山才青，
山青生态才算好。”当年底，夏建军毅然
放弃红火的铅锌矿业生意，带着资金来
到西渡镇植树造林。2010年4月， 他先
后与西渡镇陡岭、梅花、海龙、蛟龙4个
村12个村民小组签订3000多亩荒山租
赁合同，租期30年至50年不等，并办理
相关的土地流转手续。

2010年7月，衡阳县出现大面积干
旱。 山上近100亩乔木幼林枝叶枯萎。
夏建军心急如焚，马上邀请市、县林业
专家到现场会诊，结果诊断为瓢虫等多
类病害虫因天气极度炎热，地表温度失
调，而致病害虫大规模感染树林。

夏建军头顶烈日，带领员工每天都
在山上忙碌， 对已感染病虫害的5亩多
林木，进行彻底消灭，切断其病虫害的
供体。并用“土办法”挖穴，毁灭巢穴，斩
断源头。

夏建军说， 那时采用机械翻山，遇
见毒蛇、毒虫、毒蜂是常事。有一天，护
林员小郑被毒蛇咬伤，危在旦夕。夏建
军背着小伙子下山治疗。由于心急且道
路崎岖，身子踉跄一下，右脚严重扭伤。
小郑因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夏建军
右脚扭伤过重，造成小面积骨裂。

“那时正值山上树木病虫害防治蔓
延高峰期，必须争分夺秒，断其源头。”
夏建军说，他拄着拐棍，陪同市县林业
技术人员在月光下雾化除虫。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7
年来，夏建军带领周边村组300多名村
民植树造林3000多亩， 并对衡邵高速
衡阳段沿途造林绿化，已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 村民也在植树造林中尝到甜
头，目前年均劳务收入达4万元。

甘蔗节节甜 蔗农眯眯笑
11月19日，龙山县洗洛镇小河村，村民在收甘蔗。当地利用地处湘鄂渝边区优势，

种植多种特色经济作物，走出一条致富之路。 曾祥辉 李盾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