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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戴勤 蒋
剑平 通讯员 李周全）“如今， 我们的居
住环境已焕然一新。 ”2月初，邵东县农业
局3名退休人员把一面印有“人民公仆为
人民”字样的锦旗，送到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王定松手中， 感谢县人大常委会通过
重点督办代表建议， 使他们居住的和平
社区堆积数年的垃圾得到彻底清理。

2016年11月换届以来，邵东县人大常

委会围绕改革重点、法治难点、群众痛点，
让人大代表们倾情为民履好职、 做实事。
为此，相继制订完善了《人大代表履职考
核办法》《人大代表批评意见建议工作办
法》等10余项规章制度，并指导各乡镇(街
道)人大主席团完善了系列基础性制度，保
障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序开展。

随后，邵东县人大常委会打出“组合
拳”服务民生。在全县25个乡镇（街道）建

立了“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室”，去年
有300余名人大代表通过工作室及网上
平台，接待群众5000多人次。 同时，组织
人大代表开展“访贫问苦结对子、精准扶
贫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及“提出一
条建议意见、参加一项公益活动、帮扶一
户困难群众、参与一次执法检查、撰写一
份调研报告”等活动，推动解决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300余个，结对帮扶了

一大批贫困群众。
同时，邵东县人大常委会创新监督督

办方式，提升为民服务效能。 去年10月，尝
试专题询问监督手段，对阻碍和影响全县
教育发展的20多个重点、难点问题把脉问
诊。并采取联合办理、现场办理、跟踪办理、
开门办理等多项举措，促使本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提出的227件建议案全部办理完
结，答复率、满意率分别达100%、98%。

� � �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
讯员 龙胜青）2月6日，花垣县补抽乡大哨村
苗族村民麻老坝， 与邻居因宅基地界限纠
纷吵得不可开交。 村里的“法律明白人”石
龙文前去调解，两家相互作出让步，化干戈
为玉帛。 据石龙文介绍， 除了调解民事纠
纷，他还利用农闲时间，以聊天的方式，举办
法律讲座，引导乡亲们学习有关法律法规。

花垣县从村（社区）干部、大学生村官、

致富带头人、乡贤等人群中，组建“法律明
白人”队伍。 由村委会上报，乡镇司法所审
核，乡镇综治办备案，遴选“法律明白人”
908人。 县司法局出台《花垣县“法律明白
人”培训工作方案》，明确培训责任人、培训
方式、培训内容，建立以律师和法律工作者
为主的培训团队，每年到乡镇为“法律明白
人”讲法释法2次以上。“法律明白人”须挂
网学法20个小时以上，经考试合格后方可

上任。每个乡镇打造一面法治文化墙，每个
村、社区设置一块法治宣传专栏，集中宣传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婚姻法、农村土地承包
法等法律常识和普法案例。

为调动“法律明白人”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花垣县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成立
“法律明白人”队伍的领导机构，落实落
细责任。 2017年，县政府与乡镇、乡镇与
各村分别签订责任书，把村级建立“法律

明白人” 工作机制列入综合治理目标管
理， 成为综治评优、 评先项目的重要指
标。 同时，实行矛盾纠纷调解的“以奖代
补”制度，全年发放“以奖代补”奖金23万
元。据统计，2017年全县“法律明白人”为
城乡群众解疑释惑5200人次， 调解矛盾
纠纷721件， 息访息诉114件240余人次，
做到小事不出组、难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乡，“法律明白人”成了社会稳定器。

苏仙区法院集中发放
执行款1200多万元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川 王
晶） “我代表100多农民工领到了340多万元执行款， 大家
终于可以回家过个好年了。” 2月8日， 郴州市苏仙区人民
法院召开涉执行案件集中兑现大会， 易某作为一起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的申请执行人， 领到了执行款。

这次涉执行案件集中兑现是苏仙区法院今年“执行百日
攻坚” 活动的重要成果， 现场共发放涉民生、 信访、 农民工
工资的积案执行款39笔1200余万元。 苏仙区法院院长黄建高
介绍， 这批案件涉及人数众多， 标的大， 资产处置复杂。 为
了案件顺利执结， 执行干警深入村组一线化解执行矛盾， 奔
赴黑龙江、 北京、 江西、 广东、 海南等地查询、 冻结、 扣划
被执行人财产， 并做了大量沟通调解工作。

据了解，苏仙区法院自组织开展“执行百日攻坚”活动
以来，通过筛选排查，将涉民生、信访、农民工工资的138件
重大复杂案件作为重点攻克对象，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
大执行力度，共执结积案52件，查封、冻结、扣划财产2500多
万元，拘留5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8人。

全省首座福文化馆
华容开馆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刘
萌萌） 2月8日上午， 全省首座“福” 文化主题博物馆———
中华福文化馆在华容县工业集中区福尔康产业文化园正式
开馆， 为春节期间想去体验和感受传统文化氛围的人们提
供了一个好去处。 这也是该县继2015年全国首座棉文化博
物馆之后， 在工业园区开放的第二座主题文化博物馆。

“‘福’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 在过去是
指‘福气’ ‘福运’， 而现在更为人们共同认知和憧憬的
是‘幸福’。” 创馆人、 湖南福尔康集团董事长柳庆新介
绍， 福文化馆的创建初衷， 是立足本源本土， 将产业文
化、 企业文化和传统文化相融合， 打造富有地方文化特色
的产业园区， 为工业产业增添文化厚度。

据了解， 中华福文化馆建设总投入1100万元， 建筑面
积1000平方米， 共展出“福” 文化相关的古籍、 文物、 书
法绘画、 雕塑实物3000余件。

廉洁故事《看望耀邦》动人心
浏阳市纪委倡导廉洁过节、涵养好家风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杨访问）2月8
日下午，由浏阳市纪委、市监委举办的“践行十九大·涵养好家
风”浏阳市廉洁故事（家书）“朗读者”总决赛圆满落幕。来自胡耀
邦故里管理局的讲解员刘水甜以《看望耀邦》为题的廉洁故事，
深深打动了全场评委及观众，获得大赛第一名。

一个泛黄的“廉洁记录本”，详细记录着浏阳市中医院重
症医学科近10年来拒绝收受患者及家属红包和其他馈赠的
点滴故事。 2008年，在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苏建斌的带领和
示范下，该科室8名医生始终牢记“廉洁行医”准则，将一笔
笔难以谢绝的钱物全部登记到廉洁记录本上，再存进病人的
账户。 至今，已有67笔记录，退还的红包总金额达4万多元。
《一个特殊的“廉洁记录本”》等廉洁故事（家书），随着15位
选手的深情讲述（朗读），或用身边故事警醒他人，或以家人
身份叮嘱廉洁从政，让在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在年前享受了
一场廉政文化大餐。

2017年下半年，浏阳市纪委组织全市各单位公职人员、
农村党员开展廉洁故事（家书）“朗读者”比赛活动。 前期，根
据各单位选送的音频材料，通过专业评审组的评定，初步筛
选出20件作品在“浏阳廉政”微信平台发布，并组织全市网
友投票。 最终，15件作品入围总决赛。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舒象林

2月5日，阳光暖人。 辰溪县龙头庵
乡长田村，村民许顺金和妻子正在自家
油茶地里忙着喂鸡。“我去年养了2.4万
余只鸡，还剩最后一批300多只。 明天，
长沙客商就会来了。 ”许顺金告诉记者，
一年养鸡收入有20多万元。

“老许还收获了130公斤茶油，卖了

1.3万多元哩！ ”龙头庵乡党委书记瞿宏
文说，现在长田村形成了油茶、林下养
鸡、 稻田养鱼、 黑木耳种植4大支柱产
业，这“四驾马车”正带着村民奔小康。

“这要感谢村支书许发喜。 ”说起长
田村的变化， 村民许多喜打开了话匣
子。 长田村地处沅水河畔，几年前基础
设施滞后，发展无产业，村民收入主要
靠务工，是省级贫困村。

2013年，在外事业有成的许发喜回

村，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几年来，他带
领村支两委一班人， 多方跑项争资，筹
资1000余万元修路、 引自来水、 修水
渠、维修学校、安路灯……村里面貌焕
然一新。

如何带领全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
康？ 村支两委觉得关键是要发展产业，
拿山做文章。

长田村原有1万余亩老油茶林，品
种老化产量低。许发喜多次召开村民代
表大会，大家集思广益想办法，于2014
年6月成立辰溪发喜油茶农民专业合作
社，把荒芜的油茶林流转到合作社统一
经营管理。 现在，长田村70%的油茶林
经过改造已初见成效，亩产油茶达到40
公斤以上，2017年收入3200多万元。 村
里143户贫困户通过自己种油茶和到合
作社务工，2017年户均增收1.3万元。

油茶收益好， 村民生产积极性高
涨。 2015年以来， 长田村新造油茶林
3500余亩。“今年将再造1000亩，将全
村宜林荒山全部种上高产油茶。 ”许发
喜说。

为使村民在油茶“空当期”有收益，
2016年，长田村又以许顺金等养鸡能人
为主、贫困户参股，发展林下养鸡。2017
年，销售“跑山鸡”10余万只，62户贫困
户248人人均分红1650元。

稻田养鱼和黑木耳种植也是辰溪
县重点扶持的脱贫产业。许发喜积极争
取项目和资金，2017年长田村发展稻田
养鱼420亩， 由辰溪发喜油茶农民专业
合作社统一经营，全村137户贫困户610
人参与， 人均增收1980元。 2017年，长
田村还种植黑木耳170亩，70户贫困户
参与，户均收入5200元。

2017年，长田村“四驾马车”带动了
全村98%的贫困户脱贫。

志愿者勤吆喝
农产品卖得俏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 （李曼斯
张建军 ） “黑山羊炖白萝卜新鲜出
炉， 快来尝尝咯！” 热腾腾的柴火锅
里翻滚着大块羊肉， 人们闻声而来，
一碗下肚暖意洋洋。 不少顾客尝鲜
后赶去羊肉摊前购买， 不一会， 3头
黑山羊销售一空。 今天， 宁乡市坝
塘镇举办精准扶贫农副产品展销会，
来自全镇14个村 （社区） 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百余种农副产品吸引了八
方来客。

“坛子菜、红薯粉、酸枣糕……样
样干净、样样好吃！”一家手工制品的
摊位前， 年轻的志愿者正卖力吆喝。
小小的摊位里，有10余户贫困户的产
品正在销售，每一包产品上均张贴着
贫困户的姓名与电话。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挨家挨户
去村民家收上来的， 也不用他们来
回奔波 ， 销售的工作就交给我们
啦！” 20多岁的小姑娘并不顾忌淑女
形象， 广告词熟练得张口就来。 据
了解， 在场的志愿者有200余人， 多
为 镇 村 干 部 和 社 会 组 织 成 员 。
除贫困户的产品外， 还有爱心企业
捐赠的植物油、 乳制品、 面条等，
义卖销售所得将全部用于资助坝塘
镇的贫困户。

此次展销会上， 共有近200户贫
困户的农产品参与销售， 销售额达
13.6万元， 帮助当地贫困户把一年的
辛勤劳作换成了真金白银。

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小事不出组 难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乡

花垣“法律明白人”办明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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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辰溪县龙头庵乡长田村农民在收获禾花鱼。（资料照片）
通讯员摄

乡村振兴纪实

张家界大庸古城征集品牌宣传口号

“一字一两黄金”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宁奎 董明勤）2月8日，张家界大

庸古城发展有限公司宣布面向全球征集大庸古城品牌宣传
口号。 对最终入选者，一字奖励一两黄金。 凡参与征集活动
者， 在大庸古城开业一个半月内， 可免费畅游一次大庸古
城。

即将开业的大庸古城项目以明清时期建筑风格特色，
保留修缮三元宫、朝天门、古城墙、古树名木等历史人文景
观，恢复建设阳戏、古乐堂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场所，重
现刘明灯将军府、土司王宫、八方阁楼、南门大码头等“古城
十景”，展示大庸古城明清鼎盛时期繁荣风貌。

张家界大庸古城项目是湖南省2017年首批重点旅游文
化建设项目。 此次征集活动以“张家界大庸古城”微信公众
号为官方平台，征集时间为2月8日至3月8日。

古村“隆中对” 句句话振兴
肖军 李夏涛 杨锐

火盆内，木炭火燃烧正旺，蓝色的火
苗跃动着，如欢快舞蹈的精灵。

桌子上， 各色当地小吃摆得满满当
当，黑泡茶、糍粑片、魔芋干、豆腐干……
再配上一杯暖暖的野山茶，“家” 的味道
显，“年”的氛围浓。

2月8日，一场别出心裁的“茶话会”
在会同县高椅古村青年旅社一间古色古
香的会议室内进行。

主办方是高椅乡党委、政府，特邀嘉
宾是高椅乡在外务工返乡过年的村民，
同时， 邀请了相关部门及企业的负责人
和专业技术人员， 解答村民返乡创业的
问题。

“今天这个座谈会的主题就是‘新高
椅、兴产业’，希望大家积极为乡村振兴
建言献策。 ”高椅乡党委书记石小凤开门
见山，直奔主题。

“我觉得高椅村作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村，应该在民宿这一块好好做文章。 ”
在外打拼多年的高椅村村民杨成进说，
近几年， 政府对古村的保护和利用开发
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但“空心化”现象

依然突出， 有的甚至举家
外出打工， 留下空荡荡的
古宅， 古村难以进行“活
体”保护。建议在不影响原
貌的基础上， 鼓励村民修
旧如旧， 将古色古香的房
子做成风格别致的民宿。

民宿改造的话题，成
为与会人员讨论的热门
话题。“我想进行民宿改
造， 就是在资金上有困
难。”高椅村村民黄小明插
话。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
方面解决， 一个是向银行
抵押贷款， 再一个是可以
向社会融资，产权是自己的，产生效益还
可以分红。 ” 高椅乡乡长李伍生接过话
题。

“如有需要，我们可在酒店服务这块
提供跟班学习、培训。 ”在场的县城某酒
店负责人表示。

黑泡茶是高椅历史悠久的特色民俗
小吃，随着黑泡茶产业的发展，它的主要
原材料乌饭树叶产量成了问题。“我们对

野生的乌饭树进行了人工栽培， 但是树
干长得快，树叶却比野生的长得少。 ”返
乡创业的高椅村村民杨青圆说。

中国科学院会同森林生态实验站研
究员、 博士生导师汪思龙站起来说：“我
们站和县林业部门最近新成立了一个森
林资源与产业研究中心，将‘乌饭树人工

优化栽培’作为第一个课题来研究，这个
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解决。 ”

新春有新景，古村现新韵。“新高椅、
兴产业”的高椅古村振兴新蓝图，在大家
的对话中，愈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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