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你们是动物保护协会吗？我们救
了一只鹰。”1月31日13时， 岳阳经开区
西塘镇空港新村真英组青年周昌、周超
兄弟俩来到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送上
他们17天前救的一只鸟。

1月14日9时，周超在村里池塘边发
现有东西浮在水面，走近一看，是一只
鹰，立马救起：鹰右脚已断，只剩皮连着
爪子，脚趾在流血；左脚有一个爪子外
壳已脱落。

周超忙将鹰抱回家，哥哥周昌对弟
弟说：“鹰的状态这么差，只怕不得活。”
望着奄奄一息的鹰，周超心想就这样将
它放生，肯定无法存活，不如自己先养
几天再看看。他立即给鸟儿止血，而后
又上网查询鸟儿的生活习性，得知它吃
老鼠、昆虫等，周超就将自家养的鸡，宰
了给鹰吃。

养在家中一楼， 怕别人看到了误
会，周超就把鹰藏在三楼喂养，悉心照
料了一周，鸟儿情况有所好转。

“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自己也
没有那么多工夫陪它呀！” 做厨师的

周超希望能帮鸟儿早日找到安身之
所。于是，他想到了岳阳市江豚保护
协会。 此时， 鸟儿的伤好得差不多
了。

1月30日， 冰雪开始融化， 道路通
了。第二天，周超、周昌吃完饭，就携鸟
直奔江豚协会。协会秘书处即刻拍照发
给鸟类专家姚毅鉴定，姚毅称：“它是鹰
科，学名‘普通 ’，属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现在已无法捕食，公园才是它最理
想的生存地。”

“接力棒”传来，江豚协会志愿者徐
沐辉、屈艳迅速给鸟儿买肉，喂食……

“区委书记为我们打广告”
通讯员 黄妙 曾丹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佛说泉的水品质好，我家一直在用，希望大家用实
际行动支持残疾人事业！”1月30日，娄底市娄星区委书记
彭健初在残疾人大会上，为残疾人创业品牌“佛说泉”桶
装饮用水打广告。

坐在会议室后排的许涟钢一脸惊讶：“没想到区委书记
在用我们生产的桶装水，更没想到他会给我们打广告。”

11个残疾人，总共只有5条腿。“佛说泉”桶装水是许
涟钢、付伟华、陈乐奇等11个残疾“兄弟”用12年工夫打磨
出的品牌。

“创业之初，为了开辟水源，我们带着老婆孩子在工
地打风钻、破石头、砌砖头，幸亏有区里的支持和鼓励，否
则坚持不下来！”许涟钢感慨万千。从艰难创业到年销量
90多万桶，他们的桶装水已成为娄星区的“明星”品牌。

近年来，娄星区不把残疾人当“包袱”，引导他们创业
就业。通过资助就学，举办各类职业技能、技术培训班，安
排专项创业扶持资金，提供职业介绍、择业指导等服务，
为残疾人撑起了一片蓝天，涌现出了“湘中奇人”摩托车
修理工颜建均、高级盲人按摩师聂华等创业典型。

“汶川和玉树大地震后，我们残疾人组建志愿者心理
援助队，为320多名伤残人员开展心理援助工作，还获得

‘国际莫尼卡人道主义援助奖’呢！”付伟华笑着说，“别人
帮助了我们，我们也要回馈社会，把爱心传递下去”。

许涟钢与股东们合计， 筹办残疾人创业园和爱心家
园，解决300至600名残疾人的安居和就业问题，带动更
多残疾人迈向幸福生活。

常德赴深圳
推介“品牌农业”
签订98亿元农产品购销大单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李寒露 李莉）2月1日，“常德品
牌·中国品质”———常德品牌农业推介深圳站活动， 在深
圳万科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65家常德企业与来自深
圳、广州以及香港、浙江等地客商，共签订总金额为98亿
元的农产品购销协议。

常德品牌推介行动是常德市“产业立市三年行动”活
动之一，旨在架构共赢平台，推动常德品牌农业发展。这
次推介会上，常德市重点推介了香米、茶叶、茶油、水产、
畜禽等优质农产品。常德市100余家企业，携300余种名
优农产品参加推介，全方位展示常德的丰饶物产。

近年来，常德市大力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目前，该市有国家级农业示范园区4个、
省级32个；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5063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424家、国家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6家；粮食大户2.5万户、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4448家、家庭农场3668家；绿色食品、有机
农产品、 无公害农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累计达到
1378个，正在创建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刘杰华 易子明

听说村里要成立公司，在外务工的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夏乡村村
民黄发秀半信半疑。1月30日，记者见到
黄发秀时，她已回村“打工”。她乐呵呵
地说：“一个月可以拿到3000元工资，
照顾小孩、种地都不误，不比在
外差。”

夏乡村是一个贫困
村，2014年有建档立
卡 贫 困 户 172 户
604人。 该村有腌
制水腌菜的传统，
但以前村民各做
各的， 质量无保
障，规模做不大。

2016年，驻村
扶贫工作队与村支两
委开出脱贫“药方”：
发展水腌菜产业。随后，
村里成立了水腌菜生产合

作社，吸纳64户村民参与，筹措30万元
资金，建立生产车间。

2017年4月，村里成立好益佳蔬菜
产销有限公司， 并注册了水腌菜商标，
建立起“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分户种植、统一腌制、集约经营。公
司对全村种植的水腌菜原材料———大

头青菜，以每公斤2元的价格
保价收购。聘请村民对

大头青菜进行加工，

每腌制好1公斤，村民就能得到2元钱。
2017年，夏乡村种植大头青菜300

余亩， 水腌菜产业实现收入200余万
元。

村党支部书记李昌江介绍，夏乡村
是靖州有名的特产村。靖州雕花蜜饯技
艺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村民冯永梅
是传承人之一，现在村里从事雕花蜜饯
加工的有60多户，户均年创收2万多元。
村里还种植杨梅2000余亩， 并发展杨
梅采摘自驾游，被定为全国乡村旅游扶
贫重点村。村民手工生产的“泡茶”（糯
米制品）、糍粑等土特产，也深受欢迎。

2017年底，村支两委在靖州玉麟庵
农贸市场开了一家实体店。“各类土特产
统一商标，统一质量标准，统一价格，有
些一度卖断货。”李昌江说，村里还开拓
电商销售渠道，将特产销往全国各地。

李昌江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村里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就投入了约400
万元。 村民有100余户修了新房子，40
多户添了小车。他信心满满地说：“夏乡
村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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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兴
公益助学金精准扶贫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何华勇）近日，资兴市教育基金会爱心
传承基地揭牌仪式在市立中学举行，市立
中学自强社活动室同时正式启用。 近年
来，资兴市大力开展公益助学活动，助力
教育扶贫，传递社会正能量，形成了“爱心
助学”“爱烛行动”“爱心传承” 等特色品
牌。 据统计，2017年该市教育基金会共发
放公益助学资金560万元，资助大学新生、
在校大学生、中小学生3768人，资助特困
教师114人， 实现了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子女全覆盖。

株洲
开展“治陋习、树新风”检查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
员 温钦仁）“您好！我们是市纪委督查组，
请把近期订餐记录给我们看一下。”昨天，
株洲市纪委工作人员走进一家饭店，查看
订餐记录。据了解，株洲市纪委派出4个工
作组，开展“治陋习、树新风”监督检查，紧
盯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超标准举办婚丧
喜庆、变相旅游等问题，以营造风清气正
的节日氛围。据悉，这次监督检查将持续
至3月6日。

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李蓉仙 陈文）“今年不用在四面
漏风的破房子里过年了。”2月1日， 趁着
天气晴好， 茶陵县下东街道沿河村村民
彭香兰来到新房打扫卫生。 与她一起搬
新家的还有5户贫困户，他们住在一个由
县里全额投资建成的四合院里。

据了解，目前，株洲市29483户符合相
关政策的农村土坯房已全部完成改造，另
外拆除空心破损房41386栋（间），为该市刚
刚实现的整体脱贫添上了暖心一笔。

2015年， 株洲市专门推出农村危旧

土坯房改造三年攻坚行动计划。2017年，
又出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和农村
危旧土坯房改造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市
里成立相关领导小组，由市长任组长，市
政府负总责，县（市、区）政府抓落实，住建
部门抓具体督查，按照分年计划、分批实
施、分步推进原则，严格目标责任管理，
层层分解、级级落实工作任务，建立起县
包乡、乡包村、村包户的责任体系，统一
指挥、整体协调、高效运转，最终使农村
危旧土坯房改造工作画上了圆满句号。

据统计，近3年来，株洲市累计投入

土坯房改造补助资金35457万元，其中国
家财政补助资金9688万元， 省级财政补
助资金9054万元， 市级财政配套资金
3065万元， 县级财政配套资金13650万
元。

农村危房改造， 不仅解决了贫困户
安居问题，还形成了“改造一片、优化一
片、保障一片”的宜居环境。茶陵县桃坑
乡双元村及其周边6个村， 在土坯房改
造中，他们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悉心保
留土坯房建造的独特工艺，通过传统工
艺使一栋栋土坯房焕发青春。 改造后，

原来老旧破烂的村庄换了新颜， 变成了
别具湘东特色的传统村落。

近日， 炎陵县龙溪乡坂溪村贫困户
李成生搬入了新房。他构思了一副对联，
请人写好贴在新房大门两边： 欣逢盛世
精准扶贫新宅焕秀色， 乐享安居沐浴党
恩山村满春风。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陈昊 通讯员 吴红艳 黄斌斌 ）“感谢金
立丰公司扶持， 去年我家养竹狸毛收入
达15万元， 终于摘掉了贫困帽子!”1月29
日， 花垣县龙潭镇豆旺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石邦辉笑逐颜开。

金立丰是花垣县的一家农业龙头企
业，该公司利用当地苗寨丰富的山林、竹
林资源，带领群众发展竹狸产业，成立养
殖专业合作社13个、村集体农场10个、家

庭农场123个，带动50多个村寨建档立卡
贫困户216户1012人养殖生态精品竹狸，
去年人均增收5000多元。

近年来， 花垣县因地制宜发展脱贫
产业， 培育和扶持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
合作社及家庭农牧场， 使之成为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湖南香味园食
品公司通过发展果蔬种植与精深加工，
直接帮扶贫困人口2610人， 安排就业
1481人，带动就业10669人，去年人均增

收3284元。 苗汉子野生蔬菜开发专业合
作社， 带动3个乡镇11个村335户村民流
转土地，发展野生蔬菜2137亩，去年人均
增收800多元。入驻该县农业科技园区的
42家龙头企业及合作社， 带动连片开发
规模农业10万亩， 吸纳两万多名农民在
家门口就业， 农民每年可获土地流转和
务工收入总计达8300余万元。

花垣县扶贫办还与恒远、德农等3家
龙头企业签订委托帮扶协议， 明确受托

方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后对贫困户的帮扶
责任。从2015年起，这些企业按每人每年
分红不低于500元的标准， 连续7年帮扶
2191户6697名贫困人口。引导兴盛、金立
丰等9家企业，带动望高村、兴农园社区
等村(社区)发展集体特色产业，每村集体
经济收入都逾5万元。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到2017年底，该
县共有59个贫困村退出， 减贫1.5万人左
右，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2%左右。

近3年累计投入3.5亿多元

株洲 3万土坯房“变身”宜居屋

花垣 龙头企业助力脱贫攻坚
带动两万多农民家门口就业，去年有59个贫困村退出

2月1日，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湘园社区举行“走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主题活动，
社区居民齐聚一起，包饺子、拉家常、品美食，分享家的味道，感受邻里温情。 陈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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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1月31日，洞口县雪峰街道办事处双联村，摄影师在为贫困家庭人员免费照相。当
日，洞口县“送春联、送全家福文艺扶贫下乡”公益活动启动。 滕治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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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纪实 产业兴 夏乡旺

救鹰记

� � � � 2017年
12月 10日，
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渠

阳镇夏乡村，
村民在晾晒大
头青菜。

辜兴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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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山区
集中签约7个项目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
员 陈俊霖)1月31日，益阳市赫山区2018年
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 现场签
约项目7个， 合同引资共计215亿元。 近年
来，赫山区积极创造开放的政策环境、优良
的营商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此次集中签
约引进的项目，包括华夏幸福产业新城、全
域旅游、华慧新能源产业基地、碧云峰山水
田园综合体、特殊医学配方食品、生物医疗
产品、电子元件等，涉及旅游、新能源、生物
医药、电子信息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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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