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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廖振华 毛钦）1
月5日，据郴州市交通局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延伸“四好农村
路”，今年该市将提质改造农村公路700公里、建设安保设施750
公里，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1031公里，改造危桥30座，让“四好
农村路”畅通乡村。

2016年开始，郴州在11个县市区全面开展“四好农村路”建
设活动与“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创建工作，为广大农民群众致富
奔小康提供更好的交通运输保障。市里出台了“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创建活动方案，对各地实行一季一检查、半年一调度、一年
一考核； 各县市区落实县级政府主体责任， 掀起示范县创建热
潮。2017年2月，郴州明确每年安排“十三五”交通项目市级财政
配套资金，其中县乡公路建设每公里2万元、村道建设每公里1万
元、危桥改造1000万元、“四好农村路”创建养护资金1000万元。
各县市区也安排相应配套资金，临武、汝城、宜章等县配套资金
每公里超过20万元，资兴、桂阳、永兴、安仁等县（市）将农村公路
管养工作纳入重点民生工作考核。

在“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中，郴州各县市区大力推进美丽乡村
路、文明示范路建设。安仁县投资280万元，在农村公路沿线种植格
桑花。北湖区投资400多万元，在农村公路沿线种植花草。2017年，
郴州市财政投入农村公路养护资金2500万元， 各县市区财政农村
公路管养投入1.4亿元，全市完成文明示范路创建410多公里。

2017年，郴州市创建农村公路管养示范乡镇15个，北湖区被
评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区），资兴市三都镇、北湖区保和瑶族
乡等乡镇被评为“四好农村路”示范乡镇。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刘萌萌）元
旦以来，在建成通车还不到半个月的华容县东山镇东洪公路上，
各种满载皱皮柑、芦苇笋、土鸡蛋等当地特色农产品的运输车辆
川流不息， 农户们赶着节日期间出售能卖个好价钱。“之前没通
新路，从自家果园到镇里至少一个小时车程。现在不到半小时就
能到达，省时省钱又省力，心情也舒畅！”跑在这条新修通的公路
上，东山镇明碧山村果农刘金阶喜笑颜开。

2017年，华容将农村公路建设列入农业农村工作重点任务，
按照“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的要求，全年共完成农村公路提
质改造93公里、农村公路安保设施建设96公里，分别占省定任务
的134%、137%。

如何破解农村公路路龄长、等级低、底子薄，长期缺少专业
管理养护的“老大难”问题？华容县交通局负责人介绍，该县探索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一方面，从“管好”上着手。设立“县
道县管、乡道乡管、村道村管”的分级管理机制，通过县、乡、村三
级联动协管，形成“县有路政员、乡有监管员、村有护路员”立体
化管理格局。另一方面，从“护好”上创新。对老旧破损县乡道，全
面实施整修提质，强化道路抗灾保畅能力，同时,选优配强专业养
护队伍，不断提升养护市场化水平。

“如今，由于建立了专业养护队伍，全县农村公路灾害天气
应急处置能力有了极大提升。”华容县交通局负责人介绍，尽管
华容近年来防汛形势较为严峻，但农村公路能始终保持畅通。即
便遭遇水毁，也能在最短时间予以修复。

2017年，华容县财政还拨付差额补助资金2800多万元，完成
贫困村的自然村畅通工程195.5公里。目前，全县农村公路建成
里程达2447公里，行政村硬化公路通达率达100%。根据2018年
工作计划，华容又将启动建设“四好农村路”268公里，助力乡村
振兴。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唐清峰）
“将条例第一条中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老
司城遗址’修改为‘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永顺县老司
城’……”1月5日下午，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以举手
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修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老
司城遗址保护条例 〉的决定》,�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
施行。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老司城遗址保护条例》是自
治州依据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单行条例，
由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湖南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批准， 于2013年7月1日
起施行。条例施行以来，为促进老司城遗址成功申遗和保
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老司城遗址于2015年成功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对条例修改也提出了要求。

据悉，本次修改主要内容包括：突出了世界文化遗产
的定位，调整了条例适用范围，明确了管理体制及管理机
构职责，规范了旅游经营管理活动，增设了禁止行为及法
律责任等。如，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老司城
遗址”修改为“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永顺县老司城”；新
增了损坏供水、供电、消防、排污管道和监测设施，擅自设
置户外广告，砍伐、损毁古树名木，向水体排放倾倒有毒
有害物质等4种禁止性行为。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何孝龙 叶寒竹）今天，从汝城
县传来消息，该县近日被农业部、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授予2017年度全国“平
安农机”示范县。

近年来，汝城县委、县政府把平安
农机工作纳入绩效考核范畴， 全县配
备农机安全员近400名，实现县、乡、
村（社区）农机安全监管全覆盖。县、
乡、村（社区）、农机手层层签订农机安
全生产责任状， 严格落实农机安全生
产责任制。

据介绍，目前，汝城县拖拉机年检
率、 挂牌率和驾驶证审验率均达90%
以上，成功创建省级“平安农机”示范
乡镇8个，覆盖率达57%，农机农事安
全事故连续17年为零。

通讯员 杨亲福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1月5日，新年伊始，在新化县奉家镇向北村，年逾八
旬的退伍老兵廖求元将刚完成不久的自传《我的一生慈
善为人》，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儿孙。他说：“我这一辈子最
值得骄傲的就是，为国家站过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希
望儿孙们秉承‘精忠报国’ 家训， 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
人。”

廖求元出生于新化县天门乡一个农民家庭，18岁时
就当选为向北乡副乡长兼武装部部长。1954年，刚订婚不
久，廖求元便带领当地青年去新化县城体检参军，并被任
命为新兵团三排第八班班长，“后来， 我不忍心让未婚妻
等我，主动解除了婚约。”

在部队，廖求元先后荣立三等功、一等功各一次，于
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员，他更加身先士卒。
1957年，因执行任务导致左手手腕骨折，被鉴定为七级伤
残。1958年，廖求元以部队首长机要秘书的身份，运送绝
密急件，因中途出现事故，受重伤的他冒死护住了急件，
却成了一级伤残。

受伤后，廖求元离开了部队，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学
习， 后进入国家高教部， 任清华大学尖端科技展览馆秘
书。1962年，党中央号召“大办农业”，廖求元放弃了北京
的工作，主动回乡支农。当时，家里人很不理解：很多农村
人都指望进城， 过上好生活， 他却放弃一切主动要回农
村！ 廖求元却说：“我骨子里是一个军人， 而且是一个党
员，必须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

1982年，廖求元任新化县水车区红碎茶厂厂长。在他
的带领下，茶厂实现扭亏为盈，职工年收入直线攀升。“廖
老有一股军人特有的气质，讲原则、有闯劲、带头干，我们
都很佩服他，愿意跟着他干。”回忆起当年情形，退休职工
老李依然感慨不已。

“我最遗憾的是身体不行了，不能再为父老乡亲们办
实事。但我希望儿孙们能做好接班人，做有益于国家和人
民的人！”廖求元说。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1月4日凌晨3时， 祁阳县中医医院医
生张勇枕边的手机铃声响起。接过电话后，
张勇冒着寒风出门。原来，祁阳县城居民王
某患呼吸暂停综合征，时常半夜失眠，有事
总是打电话给张勇。张勇只要在祁阳，都会
及时赶去诊治。张勇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
是大家眼中的“健康120”。

张勇今年40岁，1998年从湖南中医
药大学毕业，来到中医医院工作。

2005年， 祁阳县列入全省中医药治
疗艾滋病重点县。出于“谈艾色变”的恐
惧，没有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这时，刚
从湘雅医院进修回来的张勇主动“请

缨”。得知消息，家人朋友纷纷反对。张勇
态度坚决：“我是医生，这是我的职责！”

有的艾滋病患者身体溃烂，很多医生
不愿意接诊。张勇不但上门给他们治疗，还
与他们交朋友。 张勇深夜接到艾滋病患者
的电话， 他都立即出诊。“对艾滋病患者的
治疗， 更需要心理上的关怀、 生活上的关
心。”这是常挂在张勇嘴边的话。

张勇的手机里，保存有300多个手机
号码。这些都是找张勇看过病后，他一直
跟踪服务的对象。

祁阳县某机关干部李某患胃癌18年，
一直找张勇看病。 为了让李某得到良好的
调理，张勇不但定期上门诊治，还把中药煎
好送到李某家。 李某说：“都说信赖能解决

问题，我只要看到张医生，病就好了一半。”
今年92岁的孙福媛奶奶患有腰椎病

等多种疾病， 张勇给她看了17年病。近
年，老人行动不便，每次身体不舒服，都
是张勇上门治疗。 今年1月1日凌晨2时，
孙福媛突然腰部疼痛不已， 她首先想到
的就是给张勇打电话。 正在睡梦中的张
勇接过电话，一路小跑赶到孙福媛家，给
她做理疗到天亮。

2013年， 一名年近80岁的前列腺疾
病患者因病情严重，不适合手术治疗，只
能造瘘后长期带导尿管生活。 张勇得知
老人长期独居，住处偏僻，来医院换导尿
管不方便， 他每个月上门给老人换一次
导尿管，坚持至今。

长沙经开区
打造园区版“58同城”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熊
远帆）产业园区内过剩的产能、闲
置的厂房、淘汰的设备，如何变成
有用资源？ 近日， 长沙经开区版

“58同城”———公共资源信息服务
平台正式上线。 该平台还无缝对
接园区金融、人才、产业等相关服
务平台，实现企业间信息互通、资
源互用、服务互享。

湖南科技学院
表彰99名“舜德学子”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通讯员
熊玲芝 记者 唐善理)1月5日，湖
南科技学院在九嶷山舜帝陵举行

“舜德学子”颁奖仪式，99名自立
自强、孝老爱亲、无私奉献、助人
为乐、谦恭知礼、诚实守信的“舜
德学子”受到表彰。“舜德学子”是
湖南科技学院在“舜德学子培育
工程” 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大学生
典型。自2010年以来，已培育“舜
德学子”600余名。

南县
农技人员下田间指导

湖南日报1月8日讯（通讯员
胡建根 记者 龚柏威）1月7日清
晨， 南县青树嘴镇动物防疫站站
长王成效来到养殖大户唐兴华的
稻虾基地， 对其300多亩虾田的
小龙虾越冬提出指导建议。 近年
来，南县“稻田+”产业蓬勃发展，
该县陆续编印、下发了“稻虾共生
越冬技术规范” 等资料20多万
份，培训农民6万多人次，并下派
农技人员到田间指导。

1月7日，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镇下乡村，村民挑着刚采割的钩藤，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近年，该县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钩藤特色种植业，形成集良种育苗、生态种植、初级加工的产业化格局。目前，全县种植的8000余亩钩藤迎来收获季。钩
藤，为茜草科植物，其带钩的茎枝入药。 刘强 摄

新闻集装

汝城被评为全国
“平安农机”示范县

农机农事安全事故连续17年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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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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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何云雄 蒋志全

1月8日， 记者坐车从江永县城到江
永县桃川镇，在道路两旁看到，正是香芋
销售旺季，道路两旁香芋地里，却盖上了
一层白色的地膜，将香芋封存起来。

桃川镇党委书记陈江平告诉记者，地
膜相当于“被子”，可对地里的香芋起到防
冻、保鲜作用，等春节后开挖、销售，俏得很。

江永县素有“中国香芋之乡” 的美
称，2017年全县香芋种植面积达6万多
亩，桃川镇种植面积近3万亩。

该镇六十工村村民杨满生2016年种
植香芋150亩，在2017年春节前就以每公
斤4.5元左右的价格卖完了， 春节后香芋

每公斤涨了1元多，杨满生估算，起码少
赚了20万元。

2017年， 杨满生种植香芋100亩，吸
取2016年的教训，他每亩花130元将香芋
地盖上地膜，等到2018年春节后再卖。

“春节前是香芋销售的旺季，各地香
芋纷纷上市，价格并不高。” 杨满生说，保
存到农历正月、二月再卖，那时虽然是香
芋销售的淡季，但上市的蔬菜种类少，价
格自然高。

据江永县农业部门摸底估算，2017
年全县有一半以上的种植户将香芋封存
在地里，等到2018年春节后再卖。

旺季不卖，淡季卖，滞销怎么办？
江永县的香芋种植户心里有底。
“广州、深圳、南宁等地是江永香芋

的主要销售地。” 杨满生说，2017年中秋
节刚过，各地的经销商就来到江永县，下
订单、交定金，这些盖了地膜的香芋多数
都找到了“婆家”。

暂时还没找到销路的种植户也不担
心。“这两年江永县建了两个规模较大的
农特产品加工厂， 为稳定农产品的销路
和价格发挥了作用。”陈江平说，电商平
台也成了主要销售渠道， 江永县电商一
条街已初具规模， 村级有网店， 借助淘
宝、天猫、京东及微信等线上平台向全国
销售江永农产品。

品质好，销路畅，香芋给种植户带来
了可观收入。六十工村5户种植大户的香
芋尚未销售，以香芋作担保，未付款竟然
把新车从4S店开回了家。

香芋冬“盖被” 只为春来俏

郴州 华容

老百姓的故事“健康120”，从来不关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