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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
■三湘四水正当“年”·美丽乡村

■行走“江湖”看治水

雄龙村的幸福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麻正规

2月6日，56岁的吴召云起了个
大早。村党支部书记吴斐告诉他，这
天会有省里的干部来村里慰问，还
要和大家座谈。听到这个消息，吴召
云心想： 要是能到我家来看看就好
了，正想好好感谢他们。
吴召云家就在凤凰县山江镇雄
龙村的当头。 那是一栋崭新别致的
农家小院， 黑瓦黄墙， 富有苗族风
情。自他的房子往山上看去，一溜都
是这种风格的院落， 全村有37户贫
困户都住进了新房。
苗家人好客， 吴召云把屋子收
拾一新。 堂屋正面墙边的电视机柜
上， 放着一台40英寸的液晶电视，
侧墙边放着四开八门的大衣柜，这
是2017年8月由省扶贫办、 湖南日
报社主办的“我想有个家”安居工程
提供的5000元公益募捐资金购买
的。全村52户贫困户都获得了这笔
资助，用来买家具家电。
火炕上的房梁，吊着10多块腊
肉，足有30多公斤。他老伴把前两
天工作队发放的羽绒服也穿上身，
显得格外精神。快过年了，帮扶工作
队给每一户贫困户送去一床被子，

每人送了一件羽绒服。
不多时，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 省政府研究室的党员干部如
期而至， 他们来村里开展节前慰问
调研活动。
10来个人把屋里挤得暖烘烘
的，吴召云笑开了花，连忙把从镇上
打来准备过年喝的米酒提起来，要
给客人敬酒。干部们笑着谢绝，扶着
他坐下聊了起来。 吴召云可有话说
了：“去年种玉竹分红9000元，养了
10多头牛， 工作队还帮我修了牛
栏，两个娃上学都不要钱。你说这日
子好不好？”
日子好起来的不光是他。 全村
52 户 贫 困 户 通 过 种 植 500 多 亩 玉
竹，2年来已获得50多万元的分红，
每个贫困人口年均可增收5000元。
下午在村部， 大伙围着两盆炭
火，谈得更火热。
“2017年，我们 戴 努 土 鸡 养 殖
专业合作社起码卖出去1.2万只土
鸡，毛收入至少有50多万元。我准
备给帮扶的7户31名贫困人口，每
人分红再增加100元， 搞到600元。
今后会更多！”村党支部书记吴斐的
表态引起大家的掌声和欢笑。
82岁的老支书吴求文的话，戳
进了在座每个人的心窝子：“现在村

2月6日，正在建设中的雄龙村老家寨易地扶贫搬迁房。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摄
里的生活和以前比起来， 真的可以
用天翻地覆来形容。 路通了， 水通
了，产业活了，变化太多了。我活了
几十年，真没想到能盼到今天。”
“没想到”的，还有住在老家寨
的龙云寿。 他今年68岁， 再过几个
月， 就要搬到寨子对面的一套崭新
的“别墅”去了，今年是他们一家在
老屋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老家寨是雄龙村的一个传统
古村落，建筑民俗保存完好，极富
苗寨特色。 通过与旅 游 公 司 合 作

开发， 老家寨2016年以来接待游
客超过2万人次， 获得了120多万
元的旅游收入。如今，老家寨的乡
村游再次升级，寨子里的68户303
人将全部搬迁， 村寨将进行整体
保护与开发。
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研究室
驻雄龙村帮扶工作队一扶3年，
1000多个日日夜夜艰辛努力，让这
个武陵山区的深度贫困村，逐步告
别贫困。 村民们正满怀幸福与期
待，迎来2018年的苗家新年。

联合执法护航道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黄平实 刘骁 肖文喜

2月11日上午8时30分许，湘江衡
阳航段风平浪静、百舸争流。记者来到
衡阳市金果路航道码头， 参加衡阳市
航道管理局、 市地方海事局联合开展
的“打非治违百日行动”。上午9时30
分， 记者乘坐的航道执法艇来到茅叶
滩湘江大桥水域，看到一艘船号为“湘
衡南挖0029”的大型采挖船停靠在湘
江茅叶滩桥主通航孔内作业， 影响桥
区航标正常功能发挥， 严重阻碍过往
船舶正常航行。
面对这种侵占航道的违法行为，
衡阳市航道管理局局长唐云岩和市地
方海事局局长庾文斌登上采挖船，对
船主姜某进行批评教育。 按照 《航道
法》有关规定，敦促船主立即停止违法
行为， 撤离桥区主航道。 船主姜某表
示， 今后将依法作业， 不影响船舶通
行。
下午2时40分左右， 执法艇来到
湘江大源渡枢纽二线船闸施工水域，
发现引航道口门区施工船舶部分占据
主航道，影响过往船舶安全。唐云岩、
庾文斌对施工单位负责人进行了约
谈。该负责人承诺，今后将依法文明施
工，保障航道安全畅通。
这天，衡阳航道、海事部门联合执
法， 从金果路航道码头经湘江茅叶滩
大桥、金堂河、大浦、萱洲，巡查到大源
渡航电枢纽， 巡查航道约90公里，共
发放航道安全宣传资料150份， 纠正
违法行为21起，使生产作业人员受到
航道航行安全教育。
据介绍， 衡阳航道部门负责湘江
祁东归阳至株洲一桥316公里干线航

道的养护管理、航政执法等，其中千
吨级航道240公里。“2016年以前，湘
江水域综合执法没有建立航道、海
事、水利等多部门联动机制，开展联
合执法行动少，违法航行和违法作业
船舶没有受到及时打击。”唐云岩说，
个别船主受利益驱使，在湘江衡阳段
航道和航道保护范围内倾倒砂石、泥
土、垃圾，违法挖砂、捕鱼等，危害航
道通航安全，并影响了湘江水资源生
态环境。
“抓好湘江河道综合执法，还湘
江一江清水。”去年1月起，衡阳市航
道管理局把湘江河道综合执法当作
造福子孙后代的攻坚战、 持久战来
打，保障航道畅通和通航安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去年9
月，衡阳市航道管理局从上级争取资
金120多万元， 购置了2艘执法快艇，
提高了航道执法快速反应能力。
为维护航道通行秩序，防止春运
期间发生水上交通责任事故，从今年
1月20日至4月30日，衡阳市航道管理
局与衡阳市地方海事局联合开展打
非治违百日行动暨航道安全专项整
治行动，对采砂水域，渡口、渡运航道
水域，以及水上、水下施工作业水域
和航电枢纽通航水域等重点水域，加
强有关法律法规宣传和执法整治，集
中打击危害航道安全的违法违规行
为。
据统计，目前，衡阳市海事、航道
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220人次、 执法
艇（船）40多艘次，对湘江衡阳段祁东
归阳至衡东三樟水域240余公里航道
进行了综合执法，发放宣传手册1200
余份，查处乱采乱挖、侵占航道的船
舶11艘，排查各类“僵尸船”304艘。

“河长”常在江边走
尹舒艺

春节至
腊味香
2月10日， 宁远县棉花
坪瑶族乡棉花坪村， 村民挑
选腊味为春节做准备。 春节
临近， 当地瑶族同胞延续传
统习俗，熏制腊肉、腊肠等腊
味，备足年货迎接新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乐水旺 摄影报道

■三湘四水正当“年”·美好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肖畅 曹毅 庞意阳

2月12日，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阳光透过六楼产房的玻璃窗，
洒在44岁的徐明英脸上。
“哎哟，我要是抱出去，别人还
以为是娭毑带着孙嘞！”
“老婆， 你是咱们老姜家的功
臣，也是国家的功臣，应该感到骄傲
嘞！”45岁的姜耀奇 一 边 牵 起 徐 明
英的手，一边侧过头来看着出生才4
天的小儿子，目光温柔。
对这个农村家庭来说， 二孩政
策的放开就像是“及时雨”。“这是我
们这辈人的普遍心声， 孩子们可以
相互照应，我们身边也多个人陪伴，
况且国家对农村教育、 医疗的投入
这么大，何乐而不为呢？”姜耀奇说。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李颗

树叶脱尽、 枝条删繁就简后的
枣树更显精神。 长沙县路口镇上杉
市村百亩枣园里，1万多株枣树整齐
排列，雁行有序。早春的风虽然透着
寒意， 但记者感受到脚下这片土地
充盈着暖意，正孕育着勃勃生机。
2月9日，农历小年。田间地头，
万怡和冯灿这对城里“姐妹花”，正
指导农民剪枝施肥。“枣园现在看起
来有些萧条，来年必定春色满园、硕
果累累。”展望新的一年，她们信心
十足。
漫步枣园，边走边聊，这对“姐
妹花”将“种枣经”娓娓道来。
万怡早年定居日本十余载，对
日本精细农业感受尤深。她说，日本
超市里水果都是论个卖， 一串巨峰
葡萄卖价折合人民币近百元。 相比

二孩家庭的“幸福账单”
与姜耀奇持同样看法的不在少
数。2015年，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的
二孩分娩数才127例， 但在2016年
与 2017 年 分 别 攀 升 到 了 2322 例 、
3435例。目前，二孩的分娩比例已
经占到新生儿总数的50%至60%。
“高峰期的时候， 我们一天有
30多台二胎分娩手术。 走廊上，过
道里，都得加床，热闹得不行！”产科
主任陈瑜告诉记者。
27岁的谢佩就是2017年3435
名二孩妈妈中的一个。7年前， 她随
丈夫从湘潭县射埠镇来到了雨湖区
和平街道， 一直租住在杉山社区的
安置房里。记者到她家时，恰好碰上

社区计生专干提着棉被等物资前来
慰问。
“2017年，我们 家 有 两 件 大 喜
事，一是买了一套房子，再就是如愿
添了个二宝！这其中，多亏了好政策
和好心人呢！”谢佩边说着，边逗了
逗躺在怀里的小女儿，笑弯了眉梢。
同行的雨湖区卫计局副局长陈
剑光告诉记者，2017年， 该区二孩
生育数达到3565个， 比2013年与
2014年生育数之和还要多。 同时，
和平街道作为该区流动人口数量最
多的街道， 流动人口几乎占到了街
道总人口的一半。
为此， 雨湖区在深入组织实施

城里“姐妹花” 枣园勤耕耘
—长沙县上杉市村百亩枣园见闻
——
之下， 国内经常爆出时令水果贱卖
的新闻，她心中不是滋味。她踏遍东
京近郊农村进行考察， 发现精细农
业的密码隐藏在细节里——
—松土、
下种、栽苗、施肥、疏果等每一个环
节，日本果农都精心打理。
2012年， 万怡回到家乡长沙，
与“发小”冯灿久别重逢，两人决定
一起酝酿“种枣”甜蜜事业。当年，她
们在上杉市村流转土地110亩，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专家帮扶下，从
外地引进金秋脆枣新品种， 甩开膀
子干起来。
从当初韭菜和大葱都分不清的
城里妹子，到现在成功实现“北枣南
种” 的农家里手， 其中艰辛可想而

知。
幼嫩的枣苗种下了， 等待它
们的有阳光，更有风雨。2014年，
长沙连续晴热高温天气， 给刚长
到30厘米的枣树苗带来巨大灾
难，三成以上都蔫了。姐妹俩没有
灰心，及时补种了苗子。
“枣树就像有脾气、有性格的
孩子， 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用心呵
护。”姐妹俩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
样打理枣园。夏天气温高，她们每
天凌晨3点多起床，4点出发，驱
车50多公里，5点左右到达枣园，
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 枣园每年
安排近60个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数年耕耘， 终有收获。2017

全面两孩政策的基础上， 还创新方
法， 将流动人口纳入城镇基本公共
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范围， 并将职
业健康、传染病防治、避孕节育、妇
幼保健、生殖健康等服务送到了“家
门口”。这样，谢佩不仅可以就近在
租住地办理准生证， 还可以直接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孕检。 这对
于还要照顾5岁儿子的她来说，“真
是太贴心了！”
“经济压力也不小吧？”记者问。
“说没压力，那是假的。大宝上
幼儿园，一个月要好几百元。小宝的
奶粉、尿片，还有每个月的房租、水
电，样样都是开销。但是，有了孩子，
家里就有了希望，有了动力，这些开
支也就变成了‘幸福账单’咯！”谢佩
爽朗地笑了起来……
原来，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年金秋，百亩枣园首次挂果并大获丰
收，每亩产量达300公斤，每公斤卖到
70元。小而美、甜而脆的本地金秋脆
枣甫一上市，即走俏长沙，供不应求。
“我们的枣子不打农药、不施化
肥，树下养鹅，既吃草又吃虫，生态环
保。”这对姐妹说，在农产品质量安全
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今天，必须做生态
农业、绿色农业，才会实现可持续发
展。
当地政府和农林部门给予她们
很多支持，政策上倾斜、资金上补助，
每年免费送她们到中国农业大学进
行专项培训。
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点燃
了这对姐妹更大的激情和希望。
“2018年，我们谋划将‘试验田’
经验复制升级，扩大生产规模，惠及
更多消费者和农民朋友。”谈到这里，
这对“姐妹花”脸上漾起笑容，一如金
秋脆枣般甜蜜。

2月11日清晨，湘江边冷风扑面，
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道三角洲社区党
支部书记陈卓钰带着她的“民间河长”
和河道保洁员， 开始了他们新一天的
巡堤净滩工作。
他们一手提着白色垃圾袋， 一手
握着夹子，看到垃圾就用夹子捡起，然
后放置垃圾袋中。有些石缝隙的垃圾，
他们脱下手套徒手去抠； 被水冲到岸
边的垃圾，他们探出身体去打捞。这看
似简单的工作， 他们每天要重复弯腰
不知多少次。
“河滩边的垃圾，水里漂浮的水草
都要及时清理。”一趟走下来，陈卓钰
手中的垃圾袋已经装了大半袋， 中途
以手捶腰好几次， 她笑称：“颈椎和腰
肌都劳损了。”
三角洲社区的河段辖区主要是湘
江北辰段和浏阳河湘江入口段。“河
长”陈卓钰一天不落地巡河，足迹踏遍
了该河段的每一个区域。 除了巡查水
面、岸堤、河道等情况，陈卓钰还要做
好水域保洁 ， 一旦有不能处理的情
况，立刻拍照留证，并打电话向相关部
门反映。
陈卓钰是基层“河长”之一。2017
年5月， 长沙全面建立起市、 区 （县、
市)、乡镇(街道)、村（社区）4级河长制
体系。长沙境内流域面积10平方公里
以 上 的 河 流 335 条 都 有 了 守 护 人 。
2101名四级河长，承担起全市所有河
流湖泊的综合管治。 为确保实现全市
所有水域全覆盖， 长沙市率先设立村

管小微水体管理片区河长4729名。同
时，围绕防洪安全、水资源保护、水域
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
水生态修复、 水执法监督等7个方面
制定的10年治理方案和3年行动计划
正在逐步展开。
河长上岗， 水质提升。2017年全
市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91.7%，比2016年提高12个百分点，市
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达到100%，湘江长沙段水质全年稳定
达到Ⅲ类以上； 基本实现消除黑臭水
体的整治目标。
治水造福于民， 河长制吸引了更
多老百姓共同参与“治水”。陈卓钰介
绍，三角洲社区根据楼栋划分、网格划
分、党员网格等，将居民、党员充分调
动起来。同时，加强和辖区内的企业联
动， 把他们纳入到河长制工作管理中
来，建立起巡查队、保洁队、治理队等。
在社区的号召下， 三角洲社区的
居民卢西，主动请缨担任“民间河长”，
并带着她的“我爱母亲河”环保公益团
队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对湘江进行
河滩清理活动。2017年， 这支团队全
年召集两百余位环保志愿者， 募集环
保物资价值十万余元， 发动参与人数
超过2000人，清理河滩垃圾百余吨。
寒假后， 很多外地求学的大学生
回来后也加入到巡河队伍中， 连春节
都有人抢着值班。 陈卓钰说，“群众的
参与，也提升了他们的环保意识，如今
河滩边的垃圾越来越少， 湘江水越来
越清。”在河长制的推动下，水清河晏、
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正在变为现实。

2月11日，陈卓钰（右）和同事在清理河滩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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