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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许印文 杨锐

3月12日，春光明媚。 尖坡岭上，一位
老汉深情地望着郁郁葱葱的山岭， 山岭
绵延起伏，展开一幅壮观的绿色画卷。

绿了荒山白了头。 老汉叫黄东旭，今
年67岁， 现为会同县若水镇八宋村村委
会主任。眼前一望无际的山林，面积达6.2
万余亩， 是他奋战35年， 用心血和汗水
“绘”就的。

“敢叫荒山披绿装。 ”上世纪80年代
初，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会同
林业开始确定自留山、责任山，并分到农
户管理。 一些农户贪图眼前利益，重砍轻
造，很快，不少山头成了荒山秃岭。 时任
生产队长的黄东旭心头隐隐作痛， 决心
承包荒山造林。

“国家承包给我们的山，一根草也是
我们的，就算让它荒在那里，也不给你造
林。 ”黄东旭回忆，刚造林时，当地一些群
众不理解，不肯把山交给他。 当时，地处
山区的会同， 许多群众连温饱问题都没
有解决，而他却带着群众上山造林，被人
认为是不务正业， 甚至有人称他为“癫

子”。
“没有好的生态， 就不会有好的生

活。 ”黄东旭上门做工作，耐心向群众解
释造林的意义，山上不绿、山下不保，治
水必先治山，治山必须种树。

雪峰山脉的尖坡岭横跨湘黔2省3
县，连绵数万亩荒山，黄东旭把目标锁定
这里。 1983年春，他和妻子把责任田交给
弟妹们种， 把3个儿女寄养到亲戚家，带
着5名村民上了尖坡岭，开始艰辛的造林
之路。

冬去春来， 黄东旭夫妇与村民在尖
坡岭住茅棚、吃野菜、点松香，虫咬蜂蜇，
摔倒跌伤是常事。 冬天，手被冻得裂开了
大口子，往外渗血，照样干活。 一次，妻子
从陡坡上摔下，多处受伤，所幸被大树拦
住，才保住了性命。

最难的还是缺资金。 为投资造林，黄
东旭向信用社贷款，还不够，怎么办？ 家
里仅有的最值钱的一头母猪和500公斤
稻谷，也卖掉了。

有一年春节前夕， 因无法结清部分
农民工工资，一些人要搂他家的铺盖，幸
亏在广东打工的大女儿回来了， 将打工
赚的5000元钱全部交给父亲， 才过了这

道难关。
“扎根高山，汗水浇绿山千万；立足

峻岭，热血映红岭万千。 ”黄东旭指着家
里堂屋一副发黄的对联说， 这是当年写
下的， 一直激励着他奋战在播种绿色的
战场上。

黄东旭夫妻的造林行动感染了周围
的村民，不少人上山加入植树造林行列。
为便于管理，经报有关部门批准，夫妻俩
牵头成立了“三八”林场。

1989年，在县委、县政府支持下，又
在“三八”林场的基础上，建起了以土地、
劳力、资金入股的股份制林场，破解了林
场发展障碍， 群众主动把荒山让出来造
林。 国家林业部也对股份制林场经营模
式予以肯定，在全国推广，并将其评为全
国先进乡镇林场。

星移斗转，到2008年，黄东旭和他的
“三八”股份林场已造林5.6万亩。此时，昔
日的小黄已变成老黄， 当时57岁的
黄东旭豪迈立下誓言：“人过六十，
造林6万亩。 ”再次率队转战本县高
椅、金子岩等地造林。

守着青山不能过穷日子。 从
1999年起，黄东旭连续担任村主干。

近年来，他和村支两委采取“贫困户+村
集体”模式，种植铁皮石斛等经济林，并
发展林下经济。 2016年，八宋村整体退出
贫困村行列。 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6000元。

汗水浇得满山翠。 如今，黄东旭从八
宋村创业起家，林场规模扩展到湘黔2省
3县10乡镇40多个村。 据林业部门测算，
林场现有活立木26万余立方米， 固定资
产（含林木折价）在1.5亿元以上。 昔日的
荒山呈现出山清水秀、 鸟语花香的喜人
场景。

“生命不息，造林不止。 ”黄东旭说。
在他家中，存有“会同县劳动模范”“怀化
市优秀共产党员”“绿化三湘贡献奖”“全
国民族团结贡献奖”等证书、奖状30余本
（张）。 他告诉记者，他正规划在穿村而过
的省道沿线建设2000亩杜鹃、 红枫等风
景林，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郴州24家企业
跻身省有色金属行业50强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廖振华）
记者今天从郴州市经信委了解到， 在省有色金属管理局发
布的2017年度湖南省有色金属工业规模效益50强企业名
单中，郴州市金贵银业等24家企业入选，其中金贵银业、金
旺铋业、华信有色、宇腾有色、银星有色等5家企业挺进湖南
省10强。

去年， 该市紧紧抓住有色金属价格逐步回暖的有利时
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在品种质量提升、产业结构调整、科
技创新、 资源综合回收及循环利用等方面， 均取得一定成
效，实现有色金属产业平稳健康发展、规模效益稳步提升。
数据显示， 郴州去年完成有色金属产业产值875.4亿元，同
比增长超12%；实现利税总额50.2亿元，占全市规模工业的
18.05%。该市大力实施有色金属产业“五个一”工程，即一
个优势矿种、一名战略投资者、一套产业规划、一名市级领
导、一套政策措施，推动有色金属产业向精深加发展，龙头
企业带动效应进一步凸现。

郴州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加强技术创新， 截至去年
底，累计获得授权专利91项，其中发明专利68项；2017年实
现营业收入106亿元，同比增长35%，成为郴州第一家营业
收入过百亿元的工业企业。此外，湖南金旺铋业股份有限公
司着力打造资源再生、循环利用的经济模式，在有色金属、
化工、新型超导材料等领域拥有自营进出口权，铋系列产品
占全球市场份额50%，成为目前全球铋行业生产产能最大、
产业链最完整的企业。

石门：为贫困生资助
全覆盖“补天窗”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覃业彦 唐纯党）3月10日至11日， 石门县5000余名教师牺
牲周末休息时间，走村串寨、挨家挨户开展“地毯式”家访，
同时肩负进一步核实贫困家庭学生“底子”的重任。这是该
县落实教育精准扶贫———贫困生资助全覆盖“补天窗”的举
措之一。

石门县把“贫困生资助全覆盖”作为教育精准扶贫的重
要举措来落实，坚持“资助全覆盖、同一学期不重复资助、全
县平衡统筹”的原则，资助全覆盖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低保家庭学生、残疾学生以及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孤儿）学
生4类对象。除了落实国家“奖、贷、助、补、免”政策资助外，
对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不符合国家资助政策条件的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进行同标资助， 补齐非寄宿的义务教
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不能享受有关生活补助的政
策“天窗”，还增加义务教育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寄宿生补助
交通费、教辅材料费等资助项目。资金来源以县财政预算为
主， 另外还整合县教育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爱心人
士资助资金。

去年，该县共发放“补天窗”政策资金853万元，惠及学
生1063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10157人。今年，仅
县财政预算“补天窗”政策资金就达650万元。

缅怀田汉文艺晚会举行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记者 李治 实习生 易筱思）今

天是国歌词作者、中国现代戏剧家田汉的诞辰日。为缅怀田
汉先生，今晚，一场由群众自发组织的文艺晚会在长沙县星
沙实验剧场上演。

田汉于1898年3月12日出生在长沙县锦绣都田家塅
（今长沙县果园镇）一户农民家庭，被誉为杰出的“时代歌
手”和“人民艺术家”。

晚会在舞蹈《热血壮歌》中拉开帷幕，随后，田汉作品选
段《琵琶记》《追鱼记》《拜月记》以及《每当我唱起国歌》《义
勇魂》《中国脊梁》等节目逐一上演，精彩纷呈，表现了青年
田汉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努力创作的爱国情怀。

据了解，长沙县还将举办《田汉画册》首发式，召开纪念
田汉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等活动，并于今年9月，在《国歌
法》实施1周年之际，举办“田汉戏剧节”。

烧垃圾“领”罚单
雨花区市民詹某被处以500元

罚款顶格处罚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刘
倩 曾志贤）“没想到这么偏的地方，这么晚还有工作
人员在巡查。 我知道错了， 以后不会再抱侥幸心理
了。”今天，长沙市雨花区市民詹某收到个人焚烧垃
圾罚单后，后悔不已。据悉，雨花区黎托城管执法中
队开出的这张罚单，是长沙市实施“禁燃期”后，开出
的首张个人焚烧垃圾罚单。

3月10日晚上9时左右，黎托街道蓝天办主任兰川烨
在带队巡查时，发现火焰路旁空地有人在焚烧纸箱等垃
圾，造成很大烟雾和气味。巡查人员立即上前将火扑灭，
对当事人詹某进行批评教育，并通知黎托城管执法中队
赴现场进行执法。执法人员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
规定，对詹某进行500元罚款顶格行政处罚。

“任何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
惩。”兰川烨告诉记者，自开展蓝天保卫战以来，雨花
区全面落实有关规定，对违反者绝不姑息，坚决依法
予以处罚。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这棵百岁樟树， 真的是‘死
去活来’！” 3月12日， 在湘阴县文
星镇先锋社区向家园小区， 居民蒋
娭毑指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樟树
说， 搭帮政府和环保人士救活了这
棵树。

一树春光枝吐绿。 这棵樟树高
约30米、 胸径约80厘米， 由文星镇
政府在树下立起的一块“警钟樟”
石碑引人注目。 碑上刻有文字： 这
是一棵枯槁了3年又复活了的樟树，

这是社区整治环境的奇迹。
“警钟樟” 缘由何来？ 附近居

民李先胜回忆， 10多年前， 小区有
的居民环保意识差， 生活垃圾随便
倒， 使大树下积成了2米高的垃圾
堆 ； 有的人甚至随意焚烧垃圾 。
2004年起， 老樟树开始掉叶、 枯
萎。 到2007年， 老樟树变成了一棵
“死树”。 湘阴南山松骑行团的环保
志愿者伏煌曙等人发现后， 立即向
政府反映。 镇、 社区、 居民闻过则
改。 几个月后， 老樟树居然“枯木
逢春”。 为了吸取教训， 镇政府立
了一块“警钟樟” 石碑， 提醒人们

爱护生态环境。
“警钟樟”的故事传开来，成为

湘阴保护生态环境的“活教材”，也
引来不少诗人礼赞———“枯躯三载
知情发，正气九州润木荣。 万物玄机
存至理，灵犀一点自相通”；“枯去三
年又见春，已知春与世俱新。 江山要
有文人捧，邀尔才人放胆吟。 ”

记者发现， 老樟树正对面的
100米左右， 一座新楼盘建设现场
热火朝天。 “我们这块土地不久后
将要被政府征收！” 居民夏艳飞女
士感慨道， 希望政府把这棵樟树保
护起来， 不要让它再受伤害了！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罗建军

“打三朝、 做生日、 搬新房、
把女嫁， 哎呀！ 一二三四家， 家家
都要去， 真的把我愁死了……” 3
月8日， 在芷江侗族自治县禾梨坳
乡古冲村， 村里的移风易俗文艺演
出服务队表演的快板说唱节目赢得
村民阵阵掌声。

“以前村规民约虽有关于反对
铺张浪费的内容， 但村民在操办酒
席中铺张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 ”古
冲村党支部书记龙四清介绍， 结婚

酒、丧事酒、生日酒、满月酒……一
年下来差不多60起， 有的甚至连改
个大门也要办场酒， 一年的收入刚
刚够送人情。

今年2月6日召开的县纪委七届
三次全会把开展移风易俗、反对铺张
浪费作为重要工作进行部署。古冲村
立刻行动起来，通过创作民谣、制作
漫画、编排小品以及村村响广播等形
式大力宣传移风易俗，使村民在思想
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该村成立了移
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 监督委员会、
理事会，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 在理
事会下设酒席服务队、文艺演出服务

队和劝导队，具体组织、开展移风易
俗工作，帮助、服务村里群众操办婚
丧事宜， 劝导群众不大操大办生日
宴、乔迁宴等不符合村规民约的人情
酒宴。 2月底，村里得知村民杨德福要
操办生日酒宴，理事会及时组织劝导
队入户劝导，杨德福主动放弃了操办
生日酒宴。

“‘人情钱’ 变‘致富金’。” 村
民周代成说， “只办结婚酒、 丧事
酒， 一年下来光‘人情钱’ 就能省
近6000元。 我可以用这些钱对400
多株黄金贡柚实施品改， 一年可以
增加1万多元的收入。”

大通湖区种植
7万多亩水草修复生态
湖南日报3月12日讯 (通讯员 赵子文 记者

龚柏威 )3月12日，益阳市大通湖区蜜蜂夹湖，数十
名工人驾船在湖边种植水草。

据了解，利用水草自身净化能力保护水质，不仅
成本低，效果也更持久，能有效治理湖水中生植物能
富集、氮磷含量高等问题。大通湖区计划从现在起，投
入6000万元， 今年内分3批实施水草种植以修复生
态，共种植水草7万多亩。

35年奋战在播种绿色的战场上，如今67岁的黄东旭仍雄心勃勃———

“生命不息，造林不止”

湘阴百岁樟树“死去活来”，市民呼吁———

“不要让它再受伤害了”

“人情钱”变“致富金”

� � � � 3月11日， 衡阳县演陂
镇， 农民在田间忙着种菜。
春回大地，气温回升，农民
抢抓农时，进行育苗、春管
等作业。
刘欣荣 曹正平 摄影报道

春回大地
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