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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陈鑫

满目金黄香百里，一方春色醉千
山。春花浪漫时节，走进娄底经开区
大埠桥街道，在油菜花海中体验一番
亲子耕读的乐趣，是时下备受娄底市
民青睐的赏春方式。

3月18日，绵绵春雨，为这里的万
亩油菜花进行了一番精心梳洗。风吹
花浪，朵朵新芽含翠斗妍。静闭双眸，
清嗅泥芳、细闻鸟鸣，感受田园诗意。

徜徉阡陌花海， 五彩的狮龙队
伍， 尽情“撒欢卖弄”。3000余名游
客，或体验农田耕种，享受快乐的亲
子时光；或辨识农作老物件，感慨乡
村振兴；或跳进泥坑追逐小猪，赢得
一片欢呼；或品尝美食，感受乡间的
柴火味道。精彩纷呈的活动，编织成
一场春天的盛会。

大埠桥街道距娄底城区仅10公
里，辖区内有丫头山、乌石峰等特色
景点，有大埠古桥、朱夏观、吉祥寺遗
址以及彭氏宗祠等古建筑群。这里人
文历史底蕴深厚，是“湘军”的重要发
源地之一，享有盛名的陶龛学校和百
年名校春元中学发源于此。

近年来，大埠桥街道围绕“宜居、
宜业、宜游”思路，整合资源，努力打
造娄底“后花园”。“我们成立了全域
旅游工作委员会， 整合资金和项目，

撬动了1亿多元社会资金参与开发，
成功创建亲子耕读文化旅游品牌。”
大埠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彭军甫说。

在金黄的花海版图上，处处“玄机
暗藏”。20余个生动的稻草人点缀其
间，一边向游客指路，一边“介绍”当地
的人文历史；游道拐角处，孩童们正跟
随书法大师泼墨挥毫，大写春秋；青色
石拱桥上，不时传来琅琅书声……

“走，带你去见识点古董。”在办
事处党工委副书记成晓东的带领下，
穿过花海“迷宫”，100余件民俗老物
件呈现眼前。有称量粮食的升、斗，有
纺车、水车、风车、独轮推车，有揉茶
机、石磨……平时难得一见的古老民
俗生活用品、农耕物件一字排开。

“社会在进步，乡村也在不断发展，
这些老物件很少见了，都是我们那代用
过的。”73岁的罗崇厚一边回忆一边感
慨。“很多我都叫不上名字！” 从长沙赶
来的王芳，带着小孩逐一拍照辨认，“这
些东西是农民智慧的结晶，见证了农村
的发展和变迁。 特意带小孩来长长见
识，也是教育他们不要忘本。”

成晓东说：“以花为媒，我们将传
统的耕读文化与民俗特色融合。通过
亲子体验活动， 达到弘扬传统文化、
带动乡村发展的目的。”

活动有韵味，孩童有趣味，游客有
回味。同样，搭乘文化旅游快车，当地

群众也尝到了甜味。在农特产品街，豆
渣片、腊制品、农家水酒、山药鸡蛋、无
公害蔬菜等“土疙瘩”，成了抢手货；现
采现做的铁锅宴，当天就开席80余桌；
红心猕猴桃、葡萄、紫淮山、枇杷等农
产品，虽还未到上市季节，但已有大批
游客预付定金预约购买。

文化旅游兴旺，当地形成了白鹭
山庄、现代园林、东菱科技、新东方基
地等农业龙头企业，已建成农业特色
产业基地12处，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15个，发展“星级”农家乐100多家，
带动村民2000余人就业。

彭军甫说：“今年的全国‘两会’再
一次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冲锋号，我们更
加充满干劲和信心，将以文化旅游为突
破口，重点发展乡村产业、抓好生态环
境， 争取早日实现村美民富目标。”目
前， 当地已成功引进占地1000
亩的名贵花木观赏园，与
企业达成耕读体验园、房
车营地、 蜡像馆等项
目开发意
向， 计划
通过土地
流转 、入
股分红 、
劳务用工、 开办合
作社等方式， 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

湖南日报 3月 19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张恬）记者今天从国
网长沙供电公司了解到，根据国网
湖南省电力公司统一部署，长沙市
今年将对长沙地区102万余户老
旧及故障电表， 实施免费轮换改
造。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
李俊介绍， 这次电表轮换工作将全
程在省、市质监部门监管下完成，所
有电表在出厂后均经过质监部门授

权的检定部门进行检定。同时，统一
更换为5（60）A智能电表，其负荷容
量比以往10（40）A、5（20）A等电表
更大。

完成这次更换后， 国网长沙供
电公司将按要求全面推广新型电费
智能结算，实现“自动抄表、按日结
算”远程费控，并提供电费可用余额
不足自动发送短信提醒、 欠费交清
后自动复电等便民服务， 让市民用
电更舒心、消费更放心。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王
文隆 通讯员 陈郁琳 胡吉星 ）3月
16日上午， 浏阳市在北京大学举办
“专业英才千人计划” 招聘宣讲会，
吸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等名校近100名学生参加。 从3
月中旬开始，浏阳市组织4支引才小
分队，分赴北京、上海、杭州、武汉、
长沙等地知名高校，宣讲浏阳“专业
英才千人计划”，启动新一轮揽才大
行动。

去年底，浏阳市发布“专业英才
千人计划”， 计划用3年时间引进专
业英才1000名， 包括700名园区企
业急需的领军型、创新型、技能型、
管理型专业英才和300名紧缺型机
关事业单位专业英才。

在上海， 浏阳市的宣讲活动吸
引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同济大学等知名大学近100
名学生参加。 在浙江大学举行的宣
讲会上，有200多名学生参加。

3月31日下午，浏阳市将举行专
业英才招考人才见面会， 并将组织
现场参观活动， 让考生直观感受浏
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邢
玲 通讯员 康固生 汤奕）3月15日，
沅江市殡仪馆恒山厅里哀乐低徊，一
些自发前来悼念沅江市公安局经侦
大队民警徐延顺的群众，久久不愿离
去。市民郑绍兵便是其中之一。

郑绍兵其实与徐延顺素不相识，
但他说，“徐警官在我们那里当派出
所所长时，特别关爱弱势群体，治安
管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知道他。”因
此，郑绍兵从一微信公众号获知消息
后，就立马赶来了。

徐延顺曾担任沅江市公安局四
季红派出所所长、 大同派出所所长、
市拘留所副所长等职。去年9月，他调
到沅江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参与一起
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案的办案工
作。 他曾和主案民警一道在乡镇侦
查，一呆就是一个多月。春节刚过，他
又和主案民警一起对相关对象一个
个仔细调查，一周内共调查了41人。

近段时间，眼看离该案移送起诉
期限越来越近，徐延顺和同事一道加
班加点整理案卷。3月13日18时许，
他将案卷全部编完号并制作文书目
录后，向主案民警提出有一涉案人员
很有可能晚上在市区某市场附近出
现， 他晚上要去那里打探情况。21时
30分许， 徐延顺在办案途中突发心
肌梗塞倒在大街上， 再也没有起来，
终年53岁。

徐延顺工作成绩突出， 多次立功
受奖，先后被沅江市公安局、益阳市公
安局评为先进个人， 沅江市政府评为
先进工作者，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3月19日，嘉禾县珠泉镇老街农资市场，农民在选购种子。春播春种时节，该县许多农
民纷纷选购水稻、瓜果、蔬菜等优质种子，抢抓季节，积极春耕春播生产。 黄春涛 摄

迷醉花海乐耕读
———娄底经开区大埠桥街道亲子耕读品牌撬动乡村旅游

长沙将免费改造
102万余户电表

湖南日报 3月 19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蒋先昭 ）“永州办营
业执照将‘最多跑一次’，并且可
在银行办理了。”今天，记者从永
州市工商局了解到， 该局在全市
率先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并
建立了市工商局本级“最多跑一
次” 改革第一批52项事项清单；
2019年1月1日起， 将在全市工商
系统全面推行“最多跑一次”改
革。 这标志着永州市商事制度改
革再上一个新台阶。

“‘最多跑一次’改革，就是申请
人只要提交的资料齐全、 符合法定
形式，均可实现‘最多跑一次’办成
目标；企业可自主选择网上申请、现
场申请或银行网点代办， 自主选择
电子或纸质营业执照， 自主选择自
行领取或工商部门免费邮寄营业执
照。” 永州市工商局负责人介绍，
2014年以来，永州市持续深化商事
制度改革，多项举措走在全国、全省
前列， 并提供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
的成功经验。

营业执照可在银行办
永州工商推出52项便民办事事项

浏阳4支引才小分队赴名校揽才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李光 张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孝道名
言……3月18日， 记者走进麻阳苗
族自治县岩门镇黄双冲村， 村道两
边房屋的墙壁上， 一幅幅文明宣传
画映入眼帘，扮靓了村子。

黄双冲村是省级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点。为加强乡风文明建设，
该村在县委宣传部指导下， 将移
风易俗和文明乡风宣传作为切入
点，以文明墙画为载体，大力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孝道文化
等。

“在农村生活，邻里之间有时会
因为一些小矛盾发生口角， 破坏了
村里的和谐风气。 现在大家受到文
明宣传画熏陶，学会了相互谦让，不
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执了。”
村民张青竹说，这些画通俗易懂，教
育意义很大， 即使不识字的老人也
能看懂画的意思。

村党支部书记谭湘品告诉记
者，该村还制定了村规民约，将红白
喜事公约、 文明卫生习惯等相关内

容纳入村规民约， 着力培育绿色生
活方式，改善农村环境面貌，提升村
民文明素养。同时，加强农村文化阵
地建设， 不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文体广场、文
化室和文化大院建设， 多层面丰富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以前大家晚上的主要娱乐活
动就是打牌，一坐一整晚，不仅影响
健康，也影响邻里关系。”村民张琳
说， 现在大家晚上到新修的文化广
场跳舞，要不就陪老人散步，大家精
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112岁的老
寿星欧有兰说，村里文明气息浓，生
活环境好，儿孙们想接她去城里住，
她也不愿去。

“把美丽乡村建设与精神文明
建设同步实施， 整合力量共同推
进。”麻阳苗族自治县文明办主任向
雯静介绍， 着力挖掘麻阳特色文化
打造红色文化、廉政文化、孝道文化
等文明建设品牌， 利用文化力量促
进乡村治陋习、树新风，推动乡村文
明。目前，全县已涌现省级文明村镇
2个、市级文明村镇10个、县级文明
村镇18个。

“文明墙画”靓山村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杨
元崇 通讯员 杨才付） 昔日靠奖助
学金完成学业， 今朝创业奋斗反哺
母校。近日，保靖籍在上海创业成功
人士石远昌回到母校保靖民族中
学，为19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和11名
教学业绩突出的教师， 每人发放了

一个“红包”，共计5万多元。石远昌
1996年考上东华大学 (原中国纺织
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创业，创办了
上海仕天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成了
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为回报母校，他
在该校设立了上海仕天助学金、上
海仕天奖学金。

保靖：成功人士反哺母校购种备春播

沅江民警徐延顺
牺牲在办案路上

好乘客勇抓小偷
好司机灭火救人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李曼斯
姜润辉）“正愁爸妈年纪大了来回奔
波辛苦，没想到能直接用微信办理，
太方便了。”今天上午，家住宁乡市
巷子口镇的刘建通过微信为父母办
理了老年优待证。

自3月19日开始， 宁乡市民可
通过微信公众号“智慧宁乡”申请办
理老年优待证， 办证成功后通过邮

政EMS邮寄到家，率全省之先实现
在手机端申办老年优待证。

作为湖南省“互联网+政务服
务”试点市 (县 )，宁乡市积极探索
优化政务服务， 实现企业和群众
到政府审批部门办理一个事项，
从申请到拿到办理结果全过程不
见面、不跑腿，开启“不见面审批”
模式。

宁乡首推微信申办老年优待证
开启“不见面审批”模式

乡村振兴纪实

公交车上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毛肖燕

连日来，娄底四中高二学生刘嘉
铭在公交车上见义勇为的故事在朋
友圈中反响热烈，他的勇气、智慧赢
得大家一致好评。

3月16日中午，刘嘉铭像往常一
样乘坐18路公交车去上学。 车至关
家脑地段时，他突然发现坐在他右侧
的一男子，正向一名抱着孩子的妇女

行窃， 很快便将妇女包中2000多元
现金悉数扒走。刘嘉铭见状，立即出
声加以制止， 行窃男子顿时目露凶
光，出言恐吓。刘嘉铭没被吓住，直接
告诉了那位被偷的阿姨。男子见状欲
跳窗逃跑，刘嘉铭立即边大声呼救边
死命抓住他，不让其离开。很快，刘嘉
铭的呼救声引来全车人的关注。大伙
见状，立即行动，一起将行窃男子制
服并扭送至娄星区长青派出所。

“当时你不害怕吗？”当记者问起刘

嘉铭当时的心情时， 他腼腆地笑着说：
“当时车上乘客不多， 基本上都是老人
和妇女。我是一个男子汉，必须站出来！”

无独有偶，3月2日， 娄底公交司
机梁赵红也做了一件令娄底市民暖
心的好事。当天9时40分左右，梁赵
红像往常一样驾驶17路车行驶至娄
底经济开发区二区三迅公司附近时，
发现两辆小车猛烈相撞，一辆车已飙
飞了百余米，冒起了烟。梁赵红见状，
来不及多想， 和车上乘客说一声后，

把车停靠一边，迅速拿着公交车上配
备的灭火器和铁锤朝着冒烟的小车
跑了过去。

梁赵红通过车窗看到驾驶员满脸
是血，已处于半昏迷状态，而此时车轮
上的火花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你别
怕！我想办法救你出来！”情急之下，梁
赵红凭借着在公交公司培训学习过的
消防救援知识， 用锤子快速击碎驾驶
员前车窗玻璃，打开了车门，并在公交
车上其他两名乘客的帮助下救出了驾
驶员。 随后， 梁赵红又想办法将车熄
火，并用灭火器扑灭了车轮上的明火。

湘中大地文明之花盛开。3年来，
娄底共涌现中国好人3名、 湖南好人
53人（组），评选娄底好人42人（组）。

制图/刘铮铮

公交车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