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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李蓉仙 陈文

多少年来，住在边远的炎陵县
船形乡新生村的村民，除了辛辛苦
苦讨生活，几乎没有人过多留意自
己的村名———新生。或许，他们对
这个名字已经木然。又或许，他们
已看不到自己村子有什么“新生”
的希望。

新生村距县城37公里， 四周大
山环绕。全村559户1644人，耕地不
足800亩，2.8万亩林地中有一半是
“不能动”的生态公益林。油茶林倒
是有2000亩， 但已严重退化。 没办
法， 外出务工收入成为村民主要的

经济来源。而村
里的74户贫困

户，甚至连务工的能力都没有。
难道新生村就真的没有“新生”

的希望了吗？直到2015年4月，省知
识产权局帮扶工作队进村后， 这个
问题才有了新的答案。

全局上下齐上阵
2015年， 新生村的青年刘紫康

考上了大学， 可拿着录取通知书的
他却一脸愁容。因为家里穷，他不知
道自己该去读大学还是该去打工。
万般纠结之际，他幸运地遇到了“贵
人”———时仼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肖
祥清。

肖祥清知道他的情况后，立即
与他家结成帮扶对子，除了帮他家
制定致富规划外，更是主动资助他
上大学。目前已共计资助学费1万
多元。

与新生村因扶贫结缘的省知识

产权局，从接受任务的
那一天起，就下定了该
村不脱贫绝不撤退的
决心。局扶贫小组前后
10多次到村里考察调
研，局班子所有成员都

带头结对扶贫。
为了保证扶贫效果，在人员编

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该局抽调一
名干部固定驻村， 并硬性规定40
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轮流进村帮扶，
每人驻村 10天至半个月。 按照
“121”的要求，即每名干部要对村
里情况作一次全面了解，为村里办
1至2件实事，最后填写1份驻村帮扶
锻炼总结。

3年来，全局所有年轻干部都驻
村锻炼过。为了新生村，每个人都贡
献了一份力。

“专利扶贫”收奇效
省知识产权局与科技专家、专

利成果联系紧密。 于是， 一个利用
“近水楼台”开展“专利扶贫”的办法
应运而生。

为挽救2000亩退化油茶林，
局里邀请省林科大、省植物园、省
林科院专家进村， 向贫困户现场
传授油茶“保果素 ”专利技术 ，讲

解示范油茶高枝嫁接换冠方法，
并组织村干部、 党员代表和贫困
户代表到浏阳市现场学习油茶种
植技术。

驻村工作队队长李里介绍，低
产油茶改造“油茶保果素”技术，能
帮助老油茶树提高产量50%以上，
且每亩成本仅15元。目前，全村的退
化地油茶林获得新生。 看到希望的
村民李曼良牵头成立油茶培植合作
社，已吸收20多户村民加入，其中包
括5户贫困户。

同样利用专利技术， 村里在原
白茶基地旁开垦80亩荒地， 种植了
省茶研所培育的优良品种———“黄
金1号”。这种茶叶存活率高、种植简
单，收益可观。有了它，新生村长期
稳定脱贫将更有保障。

油茶开路，茶叶跟进，新生村产
业发展风生水起。3年来， 在工作队
的帮助下， 村里成立产业合作社3
家、公司一个，共投入产业发展资金
150万元。建成高标准茶叶示范基地
68亩，紫薯综合种植基地60亩，建成
80KW光伏电站1座，引入旅游开发
公司1个……

以“专利扶贫”为核心的产业扶
贫， 在新生村结出了硕果。2017年，
新生村实现全村脱贫摘帽。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熊烨

敬老院里，志愿者和老人们拉着
家常，其乐融融；留守家庭里，“爱心
妈妈”辅导孩子们做作业，亲密无
间……如今，在武冈市城乡，活跃着
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讲条件、不讲回
报，用自己的付出温暖着很多人。

1月10日，记者冒着严寒，走访了
这些“爱心使者”的带头人、武冈市义
工联合会创建者郑亚明。 令人想不到
的是，郑亚明竟是一位80后。他说，每
个人心里都藏着爱， 需要有人去帮忙
引路，而他，希望做这个“引路人”。

1981年出生的郑亚明， 是武冈
市马坪乡安监环保规划建设服务站
站长。他与公益结缘是在2013年。一
次偶然的机会， 他加入了武冈义工
QQ群。2014年上半年，原QQ群转型
做宗教事业，志不在此的郑亚明退了
出来，组建自己的爱心公益群，开始
自己筹划、组织活动。

然而，郑亚明的爱心之路并不平
坦。由于社会上一些人不理解，在质
疑声中，4个月下来，当初和自己发起
做公益的10个人只有5个人坚守下
来。“当初做公益的环境还不成熟，在
我们心灰意冷时， 只有郑亚明最坚
决，鼓励我们不要放弃。”回忆起当时
的情形，现在新宁县国税局工作的何

小庆说。
“我们不能为做公益而做公益，

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这样才能走
得更稳、更远。”经过思考，郑亚明决
定发起组建“爱心大军”。2015年1月
25日，在他努力下，武冈市义工联合
会正式成立，初期注册会员50人。

为了让这支“爱心大军”发展壮
大，郑亚明规范管理，组建核心团队；
严格入会条件， 组建专业活动部，提
升团队战斗力。如今，这支“爱心大
军” 已拥有正式注册会员360余人，
还有500多名非注册义工。

成立义工联后，郑亚明做的第一
个项目就是寻找、 关爱抗战老兵。他
们在网上公开征集线索，经过几个月
努力，下乡40余次，寻找到武冈籍抗
战老兵43名。

2015年， 在给马坪乡90岁的抗
战老兵向本金争取参加纪念抗战胜
利70周年阅兵的资格时， 郑亚明在
坑坑洼洼的公路上折腾往返数次，光
轮胎就爆了两个。当向本金接到通知
成为邵阳市唯一参加阅兵的抗战老
兵时，老人激动得老泪纵横。

从关爱抗战老兵到关爱留守
儿童，从参加抗洪抢险到投身环保
宣传，从走访慰问贫困群众到社区
服务，在郑亚明带领下，武冈市义
工联已先后组织各类公益活动150
多场次，参加各类活动的总人数达
1万多人次， 累计服务时间8.4万多
小时。

2017年12月15日， 郑亚明正式
向民政部门申请注册了“武冈市微爱
公益发展中心”。 微爱公益侧重于未
成年人公益行为习惯的倡导和培育，
让公益成为市民的一种习惯。郑亚明
说：“成立微爱公益，目的就是让自己
真正成为一个培育公益的人。”

■点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武冈市义
工联参加义工活动总人数达1万多人
次，服务时间8.4万多小时，郑亚明用
自己的信念和坚守，点燃了人们爱的
灯火。

一花独放不是春。千万颗爱心凝
聚在一起，就会形成巨大的力量。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张
颐佳）彩电、空调、微波炉、洗手间、
WiFi……今天上午，长沙市开福区
首批“城市驿站”正式亮相，这是开
福区重点打造的“民生工程”。

以“服务一线职工、方便市民
停歇、打造幸福开福”为理念，该
区建设的城市驿站集中了“用餐、
休息、学习、交流、应急”于一体的
五大功能。 在驿站里有各种家用
电器，市民可在此烹饪、休憩、上
洗手间、阅读图书，还可以进行简
单应急处置。 寒冬可以在这里喝
一杯热茶， 酷暑可以在这里享受
空调的清凉。

开福首批“城市驿站”有4座，
除金霞站目前仍在建外， 北辰滨
江文化公园旁的北辰站、 月岛社
区公园广场入口处栖凤路站和浏
阳河街道办事处斜对面的滨河南
路站，今天都开门迎客。有需要的
市民，特别是园林、环卫、交警等
一线职工，均可以在8时至20时到
驿站寻得帮助。

开福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拥兵
说：“希望这种共建共享的模式共
同温暖我们的城市，让改革发展的
成果更多惠及于人民。今年我们还
将选址人口密集处再建4至6个驿
站，每个面积50至70平方米。”

湖 南 日 报 1月 11日 讯 （记 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吴海清） 一根根略
带腥味的牛软骨经过煮烂、 提取、分
离、氧化等一系列工序后，摇身一变
成为了欧美国家药品、保健品添加的
“香饽饽”。1月10日上午， 记者在双
峰经济开发区内湖南伍星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见证了一根根牛软骨的“华
丽转身”。

“我们这个产品叫硫酸软骨素，
是以动物软骨为主要生产原料，以生
物酶解为核心生产技术，其产品主要
用于治疗和预防风湿、关节炎、心脑
血管等疾病， 目前全部出口欧美，去
年实现产值1.2亿元。”公司董事长谭
岸说,产品虽然不愁销路，但却伴有
废水、废渣的排放。

“必须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变
废为宝。” 四川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毕
业的谭岸深知排出去的废水废渣其
实还有利用价值， 可苦于技术有限。
哪知一次会议， 他与中国工
程院院士、 中国科

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畜牧健
康养殖中心主任印遇龙相遇，并很快
达成产学研结合的战略思想。2017
年2月，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
所签订3方合作协议， 联合建立了湖
南伍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印遇龙院
士专家工作站，共同破解难题，该站
也成为了双峰首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院士与企业强强联手， 攻克难
关，不仅从排出去的废水中提取了氨
基酸粉，增加了效益，还把废渣转变
成了骨胶酶解蛋白， 成为了饲料源、
有机肥。“每6吨废水可以提取1吨氨
基酸粉，每吨有8000元的收入；而废
渣的成功转换，让我们企业成功获得
了单一饲料生产许可证，目前在全国
软骨素行业是第一家获得此生产许
可证的企业。”谭岸说。

“有了院士专家工作站的支持，
我们在印度建立了分厂， 即将投产，
下一步我们还打算生产软骨素胶囊，

创建自己的品牌。”谭岸说。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王
晗 通讯员 张马良 ）“感谢湘江集
团为我们村修路，今后村民们进城
能缩短1个半小时， 农产品进城也
更容易了。”1月9日，站在刚刚铺好
的道路路基上，张家界市桑植县洪
家关白族乡花园村第一支部书记

许文正激动地说。
花园村位于张家界市脱贫攻坚

主战场桑植县，因通村公路狭窄，道
路状况恶劣， 制约了村民脱贫致富
的步伐。 作为该村扶贫攻坚对口帮
扶单位，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江集团）负责人

多次赴张家界走访调研。去年10月，
筹资500万元、 全长14.66公里的湘
江公路正式动工， 成为洪家关白族
乡至澧源镇的重要通乡公路。

“湘江公路已经成为村民每天
议论最多的话题，更是大家最期盼
的大喜事。”许文正告诉记者，湘江

公路把花园村与洪家关集镇、桑植
县城连接起来，将极大改善花园村
及沿线两个乡镇5个村近万民群众
务工、上学、运输物资、日常出行的
交通条件，为当地群众如期实现脱
贫目标提供了重要保障。

“对口帮扶体现国企社会责
任，彰显国企担当，我们一定全力
以赴，把好事办好。”湘江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张利刚说。据悉，湘江
公路已完成路基施工，预计将于今
年4月上旬通车。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驻村帮扶故事

爱心“引路人”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张蜜）今天，国家统计
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最新数据 ：
2017年12月， 湖南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1.4%，涨幅较上月扩
大0.4个百分点。这是我省月度CPI上
涨幅度在连续4个月下滑后首现回
升。

纳入统计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
七类价格同比上涨， 共同推高我省
CPI增幅。其中，居住类价格上涨最
快，同比增长3.5%，涨幅比上月扩大
0.4个百分点。实际上，今年以来我省
居住类价格涨势“坚挺”，12个月涨幅

始终保持在3%以上。交通和通讯、医
疗保健价格涨幅也分别高出全省
CPI增幅1.1个、0.4个百分点。 衣着、
生活用品及服务、 教育文化和娱乐、
其他用品和服务等价格均同比增长
1%左右。

随着年节临近，蛋类、水产品、鲜
果、粮食等价格较大幅度上涨，共同
影响CPI上涨约0.2个百分点。但畜肉
类、鲜菜价格仍保持“低姿态”，分别
同比下降6.3%、0.7%。 在两者影响
下，食品烟酒继续为我省居民“减轻
负担”，12月其价格同比下降0.2%，
影响CPI下降约0.06个百分点。

上月我省CPI同比上涨1.4%
七大推手“发力”，住、行、医价格上涨有点“猛”

企业联手院士变废为宝
双峰首家院士专家工作站能量大

精准扶贫 在三湘

为桑植贫困村办实事

湘江集团修建14.66公里“致富路”

� � � � 2017年3月，武冈市马坪乡金星村
敬老院，郑亚明(左)在慰问五保老人向
本木。（资料图片） 熊烨 摄

长沙市开福区首批“城市驿站”投入使用

寒冬有一杯热茶 酷暑有一缕清凉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春姣 何钢桥

1月10日，冬日暖阳。记者来到
永州市冷水滩区高溪市镇排山塘
村，一阵阵羊儿的“咩咩”声传来，
远远地看到一群群山羊在山里吃
草、嬉戏。羊儿在山上游走，恰似一
片片云朵飘在山岗上。

高溪市镇以种植水稻为主，产

业单一，群众致富门路少。为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该镇充分利用荒山
多的优势，鼓励和发动群众养殖山
羊，走出了一条养殖山羊的产业致
富之路。

排山塘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国
云，由于无技术无特长，在家务农收
入少，外出务工年龄又太大，想发展
养殖， 不仅没技术， 还缺乏启动资
金。 镇扶贫工作队了解到他的情况

后，安排他免费参加了3期养殖技术
培训。在他培训回来后，扶贫工作队
与他一起分析和选定养殖方向，一
致认为村里荒山牧草资源丰富，发
展山羊养殖最为理想。 在工作队支
持帮助下， 刘国云山羊养殖一举获
得成功，数量逐渐增多，规模越来越
大， 每年出栏山羊达到100头以上，
年纯收入超过5万元。

刘国云养羊成功后， 扶贫工作

队以他为典型， 在全镇推广山羊养
殖产业， 先后培训养殖技术骨干50
余人。 组织贫困户到刘国云家参观
学习，宣传勤劳致富思想，进行现场
教学。 刘国云主动帮扶村里其他养
殖户，为贫困户提供种苗，等到山羊
养大卖出后收种苗费。 扶贫工作队
还帮助联系销路。 在刘国云的带动
和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排山塘村、
青山洞村、易家桥村、普口村、香馥
坝村、 戈底凼村等村30余户贫困户
成为山羊养殖专业户， 人均养羊增
收5000多元，圆了脱贫致富梦。

“羊云”飘在山岗上

� � � � 1月11日，长沙市开福区滨江南路“城市驿站”环境优美。当天，开福区首批城市驿站建成投入使用。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郑亚明：

制图/刘也

（资料照片）

� � � � 省知识产权局对口帮扶炎陵县
船形乡新生村———

新生村新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