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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龙红年 戴嘉

“黄桃明年就能挂果了，生态农庄已经开
工建设，村民们干劲十足。 ”12月15日，在冷水
江市金竹山镇木杉坳社区， 居委会主任肖子
民与驻点干部市人武部政委伍剑波， 一边巡
山一边感慨。

金竹山镇是远近有名的“煤矿之乡”，仅
肖子民所在的木杉坳社区（原东风村），曾经
就有近50家煤矿。 村里家家户户从事煤矿行
业，或集资开矿，或进洞采掘，或搞配套运输，
金竹山曾是名副其实的“金山”。

1988年， 从部队复员的肖子民很快加入
到红红火火的煤矿行业，经过几年打拼，成了
3家煤矿的负责人。“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乡
亲们都富了起来，大家建起了小洋楼、买了高
档汽车，很是风光。 ”回忆起当时红火的情景，
肖子民感慨万千。

然而，无序过度的开采，许多问题集中凸
显：青山绿草被杂乱的煤矸石所取代，地表沉
陷、房屋开裂、水源枯竭，整个村庄被煤炭染
成了黑色。

有了钱，生活幸福吗？
“没有幸福！ 兜里有钱，却找不到一块能

建房的地。 ”村民老李无奈地摇了摇头，“以前
村里有山泉和井水， 清甜纯净， 如今都没有
了。 ”水源断绝，就连生活用水也必须到8公里
以外的邻县新邵县去装运，且论斤付钱。 村民
过起了“水比米贵”的日子。

一天清晨， 肖子民站在自家楼顶朝山上
一望，他惊呆了：漫山遍野都是矿井，山上几
乎寸草不生，光秃秃的。 一个富裕的山村呈现
的却是一片衰败的景象。“是该还债了，再也
不能这样活了！ ”肖子民暗暗下定决心。

2007年，肖子民当选为原东风村（现木杉

坳社区）党支部书记。 他不顾亲友反对，带头
关闭了自己的3家煤矿，村民们随后也都关闭
煤矿，全社区现已没有一家。 大家一起走上了
一条“还债”之路。

当年， 肖子民带领村民在山岭上挖了20
余万个树坑。 村民肖建保说：“那一年，我们放
下所有事情，什么都不干，就是到山上挖坑，
像过去出集体工一样，早出晚归。 ”经专家反
复考察，第二年春天，肖子民确定购买适宜种
植的杉树苗栽上，封山育林发展林业经济。

十年树木，如今杉树林已经初具规模，郁
郁葱葱，昔日荒山秃岭终于呈现出盎然生机。
为了2000多亩山林的恢复， 肖子民自掏腰包
200多万元。

植树造林为村庄带来了新希望。 2015年，
有村民惊喜地发现， 村里一口枯竭多年的废
弃水井又冒出了汩汩清泉。 村民黄修芝忍不

住用手捧了一把说：“比桶装水好喝， 井水又
回来了！ ”经化验，井水竟然符合饮用水标准。

绿水青山的回归， 让肖子民兴奋不已。
2015年10月，肖子民请战友支持，组织村民成
立冷水江市戎辉生态农业公司。 虽然还是“靠
山吃山”，但不再是破坏性开采，而是发展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

仅仅2年时间，他们流转了2000多亩荒山，
修通上山水泥马路，全部种上了杉树和黄桃、蓝
莓、蜜橘等果木，建设存栏200多头肉牛的养殖
场，将昔日的“癞头山”变成了四季水果飘香的
“花果山”。 为了打造生态产业链，肖子民又投资
300多万元开工建设生态农庄， 整修10口山塘
水库发展垂钓和养鱼。 冷水江市委还安排市人
武部对该村的绿色事业进行跟踪服务。

谁也没想到，从前依靠煤炭生活的村民，
如今走上了一条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肖炳才 罗寿冈）12月15日， 永顺
县十九大精神宣传队队员、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民族实验小学教师田官宏来到
“中国土家族第一村”———永顺县灵溪镇
双凤村，用当地村民皆懂的土家语宣讲党
的十九大精神，赢得村民阵阵掌声。

据了解， 为更好地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采取双语宣讲、 艺术语言宣传等鲜活的
形式， 将十九大精神送进土家苗寨。

双语宣讲， 即在土家苗寨宣讲十九
大精神时， 使用汉语与土家语或苗语，
并把“书面话” 变成“大白话”， 把“集
中学习” 变为“谈话交流”， 让土家族、
苗族同胞听得懂、 记得住。 艺术语言宣

传， 即送戏下乡,在寓教于乐中宣传十九
大精神。 自治州编排了小苗戏 《憨子相
亲》、 小品 《懒汉脱贫》、 歌曲 《不忘初
心》 等15个节目， 已送戏下乡35场次。
保靖县还组织山歌演艺队、 山歌小分队、
苗歌文艺队及诗词协会等50余名文艺干
部， 以土家族摆手舞、 苗歌、 山歌等大家
喜闻乐见的艺术语言， 到30多个乡镇、
村寨宣传十九大精神。

自治州还注重在民族节庆中融入十
九大精神宣传。 “喜迎党的十九大， 山欢
水笑人心暖。 精准扶贫有规划， 兴市富
民奔小康……” 在一次节庆活动中， 湘
西苗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吴腊保用婉转
的苗歌传唱十九大精神， 吸引大批群众
聆听。

“双语+艺术语言” 宣传十九大精神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张雅鑫）“中共开了十九大，不忘初
心听党话， 牢记使命为人民， 和谐社会
赞中华……” 近日， 在桑植县洪家关景
区， 74岁的退休教师印存校即兴创作的
快板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朗朗上口、
通俗易懂， 引来游客和当地村民阵阵掌
声。 连日来， 张家界以各种形式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组织开展“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景区” 活动， 把景点变成“宣
讲台”， 让十九大精神在景区落地生根。

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带头在旅游
系统和景区宣讲，要求把十九大精神与与
推动旅游业改革发展结合，挖掘放大张家
界独特山水生态资源优势， 真抓实干、狠

抓落实， 加快建设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
各县(市、区)也在活动中亮出实招。 永定区
在景区景点开展十九大精神小知识抢答，
采取现场评选和奖励的形式鼓励游客积
极参与；慈利县向游客及当地百姓发放新
修改的《党章》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单行本；
桑植县把十九大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解说词，挖掘景区景点蕴含的红
色文化、传统文化；武陵源区采取歌舞表
演等形式， 一边向游客宣讲十九大精神，
一边推介核心景区自然风光。 目前，全市
各大景区共设立32个宣讲点，300多名导
游参与到“一次带团就是一次宣讲”活动
中，共开展宣讲1200余场，参与游客和受
众达5万余人次。

把景点变成“宣讲台”
张家界推动十九大精神“进景区”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今
天起， 铁路旅客可以通过购买车票累计
积分并兑换指定车票。 记者今日从长沙
高铁南站和长沙火车站获悉， 旅客通过
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注册会员后， 需
去车站会员服务专窗或自动售票机办理
激活， 才能积分。

根据“铁路畅行” 常旅客会员服务
规则， 20日起， 年满12周岁的自然人，
通过12306网站 （含手机APP）、 车站专
门窗口等铁路部门提供的渠道， 在主动
申请并完成身份认证后， 即可成为常旅
客会员。

铁路部门介绍， 旅客可以网上注册
铁路常旅客会员， 然后通过自助取票机
激活； 也可以到车站人工窗口同步办理
注册和激活。

目前， 长沙南站1号售票厅7至14号
窗口、 3号售票厅15至16号窗口； 长沙火

车站的9、 10、 12、 17、 27号窗口均可办
理会员业务。

会员旅客购买车票将获得相应乘车
积分， 积分按照其所购车票票价进行累
积。 具体而言， 按照车票票面价格的5倍
累计积分。 如， 旅客购买100元车票， 则
获得积分500分。 积分首次达到10000分
以上， 即获得积分兑换资格， 可用于兑
换铁路部门指定车次的车票。 积分兑换
车票时,� 100积分相当于1元人民币。

记者算了一笔账， 旅客如果购买累
计2000元火车票， 即可兑换100元价值车
票。

需提醒的是， 列车补票、 到站补票、
代用票、 非实名制车票等不能参与积分
累积， 且积分只能兑换铁路部门指定车
次车票。 目前， 大部分普铁、 高铁、 长株
潭城铁、 石长动车组车次均可享受积分
累积兑换。

买火车票获积分需先注册并激活
积分只能兑换指定车次车票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唐习文）今天上午，湘桂铁路永州地
区扩能工程开工奠基仪式在永州市冷水
滩区园艺场举行。

湘桂铁路永州地区扩能工程是2017
年中国铁路总公司储备计划项目，主要包
含易家桥至永州站新建第三线28.5公里，
同步实施永州站改造、 新建永州北货场、
永州北机务折返段4个工程， 项目投资总
额为19.64亿元，建设工期3年。项目投入运
营后，现有的永州东站、东货场关闭停用。

实施湘桂铁路永州地区扩能工程对永
州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一是新建三线
工程的建设，可打破湘桂铁路的运输瓶颈，
并完善永州站区域的路网结构， 将进一步

提升永州的区位优势， 有利于永州市加快
建设“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二是随着
永州东站的搬迁重建， 将完全消除既有货
场和铁路专用线对永州中心城市的交通干
扰和发展制约，有利于城市进行科学规划，
提升城市品位，加快“品质活力永州”的建
设步伐；三是永州北货场的建设，将极大促
进永州地区铁路物流的发展， 不断降低永
州的综合物流成本， 有利于打造湘粤桂省
际区域的“投资洼地”，为永州产业发展创
造良好条件。 四是远期还将实施永州站提
质改造， 将进一步改善广大群众的出行条
件，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永
州对外开放提供更为便捷的铁路交通环
境。

湘桂铁路永州地区扩能工程开工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湖南乡村振兴探索

昔日满目疮痍的“煤矸石山”，如今成了“绿色银行”，冷水江市木杉坳社区———

绿水青山再归来

� � � � 12月18日， 阳光下， 冷水江市金竹山镇木杉坳社区呈现出郁郁葱葱的生态美景。
周俊 吴建新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蒋源源）为了更好地集民智、聚民力，从县域
经济发力，不断升级我们的新湖南，自即日起
至2018年春节前，新湖南客户端、《新湘评论》
和长沙银行携手合作， 推出“县域经济大家
谈”有奖征文活动。

发展县域经济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
要内容。 值此全省经济发展加力转型升级的
关键时期， 此次有奖征文活动旨在通过聚焦
县域经济发展，汇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每位
三湘儿女的智慧，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添砖加瓦。

本次有奖征文活动要求来稿主题鲜明，

贯彻十九大精神，围绕发展新理念，突出转型
升级，聚焦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瞄准“五
个强省”建设重大任务，重点突出县域经济，
也可以关注支柱型产业、 园区经济发展
等。 希望能理论联系实际，找问题、寻对
策，提建议、出实招，务求言之有物，切忌
空泛之议。

举办单位将组织专业的评审团，对
所有投稿进行评审。 评审出的作品将在
新湖南客户端、《新湘评论》 网站专栏刊
发， 优秀作品将在《湖南日报》《新湘评
论》上刊发。 活动结束时，将对所有刊出
作品进行奖励并公布。具体奖励方式为：

设立一等奖5名，奖金各5000元；二等奖10名，
奖金各3000元；三等奖20名，奖金各1000元；
优秀论文若干。 所有获奖者将由主办单位发
给荣誉证书和奖金。

来稿请注明姓名、单位、职业、电话，发送
到新湖南客户端专设邮箱xhndtlzg@163.com。

“县域经济大家谈” 期待您的真知灼见
新湖南客户端《新湘评论》长沙银行联合举办有奖征文

湘江之畔
夜色迷人

12月20日傍晚， 华灯初上，长
沙市新河三角洲，落日余晖与多彩
霓虹灯交相辉映，把城市装扮得璀
璨夺目。近年，长沙的城市功能、城
市风貌、 城市气质发生了精彩蝶
变，给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