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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区开展
“知路·爱路·护路”宣教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陶芳芳 景特 罗
桂华）今天，长沙市天心区举行铁路爱路护
路手抄报比赛颁奖仪式。 现场组织的爱路
护路知识竞猜以及手抄报优秀作品颁奖，
将该区为期一个月的“知路·爱路·护路”宣
教月活动推向高潮。

天心区地处长株潭融城核心， 辖区内
铁路线39.37公里， 其中京广线23.85公里、
沪昆高铁5.82公里、城际高铁9.7公里，护路
护线任务重、责任大。4月初，天心区在全区
铁路沿线开展“知路·爱路·护路”宣传教育
月活动。 通过组织铁路沿线中小学校开展
手抄报比赛、 开展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等
系列活动，使铁路安全常识深入人心。

张家界推动戏曲进校园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

员 刘潇）日前，张家界市出台文件，启动戏
曲进校园工作， 力争今年实现全市学生每
年均可免费欣赏1场优秀戏曲演出。 同时，
计划到2020年实现全市戏曲进校园常态
化、机制化、普及化。

据了解， 张家界戏曲进校园工作参与
对象为张家界市大中小学学生、 各类戏曲
艺术表演团体、戏曲艺术专业人员等，通过
组织观看戏曲作品、开展戏曲教育活动、加
强社团建设等形式，完成“观看一场戏剧演
出、选用一本戏曲知识读本、推介一批戏曲
动漫、举办一次戏曲知识讲座、成立一批戏
曲社团或兴趣小组、抓好一批活动品牌、用
好一批传播平台、创排一批戏曲课本剧”的
8个“一”工程。

金洞林场荣膺
“全国十佳林场”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刘福华）在日前召开的中国林场协会
四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 永州市金
洞林场获得“全国十佳林场”称号。

近年， 金洞林场不断加大林业产业结
构调整力度，助推林场快速、和谐、健康发
展。到目前，金洞林场珍贵树种培育面积达
8万余亩，森林覆盖率约87%，木材蓄积总量
近300万立方米，先后荣获“全国造林绿化
模范单位”“全国科技兴林示范林场”“全国
森林经营样板基地”“全国珍贵树种培育示
范县区”“中国楠木之乡”等多项荣誉。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4月27日，循着“春姑娘”的足迹，在新
化县荣华乡龙湾村的千亩紫云英花海，许
多游客徜徉湿地，留恋着最后的花季。

紫云英也被当地人称之为草籽花，是
重要的肥田草料。龙湾村党总支书记孟辉
介绍：“紫云英的花语是幸福，寓意奉献和
坚守，也是对村里乡风文明的代言。”

在龙湾村，让人啧啧称赞的，除了千
亩紫云英花海，还有“孝老爱亲”刘丛花、
“好妻子”张远花这一对奇女子。

刘丛花：守护家人亦是幸福
父亲被毒蛇咬伤， 因错过最佳治疗

时间不幸身亡；母亲成玉金中风偏瘫，长
年卧病在床； 二哥刘崇雄自小患有脑瘫
和软骨病，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大
哥刘崇友患慢性肾炎、胃部糜烂，去年又
被确诊为心脏瓣膜脱垂，丧失劳动力，终
日与药为伍……

一个家庭，三个重病，刘丛花的天塌
下来了。“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2016
年，32岁的她为了不拖累婆家，毅然与丈
夫离婚、离开4岁的女儿，并且辞掉工作，
从优越的生活环境回到娘家， 主动挑起
这份沉重的担子。

清晨5时许，刘丛花开始了一天的忙
碌：端屎端尿、穿脱衣服、清洗身体、做饭
喂食、洗衣扫地……整天忙得像个陀螺。
刚帮母亲翻身， 又抱着二哥上轮椅去晒
太阳。 刘丛花笑着说：“也不知道是他们
的体重变轻了，还是我的力气变大了。”

“大哥要吃热食，不能吃牛肉、茄子
等，分量要控制；二哥喜欢吃稍凉的食物，

否则会口舌生疮；母亲要吃常温的，冷了
热了都会拉肚子。”每一顿饭，刘丛花都要
仔细遵照医生给的食谱精心制作。

刘丛花有一个接受捐助的记录本，
密密麻麻写满了各地好心人的捐助。“自
力更生才是长久之计。”干农活、做布鞋、
开网店卖土特产、教书法等，只要能兼顾
照料好家里的活计，即使再累再苦，她全
都揽下。

忙里偷闲，刘丛花最喜欢看看远处的
紫云英花海。“家里只能靠我了，我必须像
这草籽花一样坚强和坚守。” 她说，“与家
人在一起弥足珍贵，奉献也是幸福。”

张远花：不离不弃情深意重
花开并蒂，向阳绽放。在龙湾村，还盛

开着一朵重情重义、吃苦耐劳的“远花”。
村党总支书记孟辉介绍：“张远花是我们
村里‘好妻子’的榜样。她不怕拖累，长期
照顾病重的前夫，这种精神很难得。”

2015年，29岁的张远花刚刚离婚不
久，得知前夫梁久松患有鼻癌后，主动前
往照顾。家里人心疼她，坚决反对：“你还
年轻，好日子还长，千万不要去吃苦、受
拖累！”“毕竟夫妻一场， 没有人照顾他，
那我来。”张远花含着眼泪，苦口婆心说
服家人，第二天就来到了梁久松家里。

她带着梁久松四处求医问药， 到长
沙接受化疗，找老中医开药方，寻名医问
诊，花光了自己所有积蓄，还借了7万
元债务。 为了节省开支， 外出求医期
间，她总是带着一大袋馒头，把钱省下
来。看着张远花日渐消瘦，梁久松心里
愧疚：“算了，你就让我自生自灭吧，我
不想拖累你。”张远花却说：“你安心养

病，我不会弃你不顾。”
梁久松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张远花

更忙了。每天要骑摩托车走25公里山路，
到小水电站上班， 下班后又马不停蹄赶
回家，煎药煮饭、端屎端尿，直至2017年
梁久松病逝。

刘丛花和张远花的故事感动了远近
村民， 被村里授予首届道德模范称号。
“放弃自己的幸福，来照顾家里；面对苦
难，报之以歌，执着坚守，她们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每每说起她们的故事，龙湾
村白大片党支部书记刘长青总是忍不住
潸然泪下,“不容易啊，她们在人前从来不
喊累、不流泪，带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
那顽强不屈的模样， 像极了湿地上朴实
无华的草籽花。”

一花独放不是春，文明花开春满园。
近年来，通过乡风文明建设，龙湾村成功
创建为新化县的乡风文明村， 涌现出了
“好儿媳”陈自花、“勤劳致富”能人陈历
田、“团结和睦” 模范刘长春等一大批道
德模范典型代表。 村里专门设立了道德
讲堂， 组织村民学习这些典型人物的先
进事迹。

如今的龙湾村， 除了千亩紫云英的
浪漫，更有乡风文明之美，村民们就爱比
谁的家里和谐和睦、 父慈子孝、 婆媳融
洽、勤劳节俭；比家风正不正、口碑好不
好、家门口的卫生干不干净……

岳阳举办产业项目
人才专场招聘活动

创业启动资金最高可达500万元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徐典波）今天，岳阳

市在湖南人才市场举办2018年“四海揽才”（长沙）产
业项目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岳阳市委组织部、市委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发布人才需求信息称， 岳阳
共有158家企事业单位亮出2583个岗位招揽人才，其
中最高年薪为50万元。岳阳市还推出创业扶持等5大
优惠政策，可给予创业人才最高达500万元的创业启
动资金、最高100万元的科研资金补助和最高180万
元的贷款贴息。

此次招聘，以工业园区和港区企业为主体，其中
147家企业提供820个职位2269个岗位，主要集中在
能源化工、电子电气、生物医药和航空动力、北斗导
航等新兴产业。招聘活动不唯学历揽人才，技能人才
需求主要集中在电焊、装配、设备维修、数控操作等
工种，学历要求为中专以上。高学历人才需求主要集
中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教育教学等制造类企业和
事业单位。其中，仅湖南理工学院就招聘99名博士。
57.6%的岗位薪酬区间集中在8至12万元， 其中年薪
12万元以上的占比24.7%，湖南贝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50万元年薪招聘营销总监拔得“头筹”。

近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巴陵人才工
程。对全职引进的领军人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高
成长性优秀青年人才，可给予最高100万元安家补助
等政策。已连续4年成功在武汉、深圳、长沙等地举办
7场招聘活动，引进各类优秀人才3500余人，其中博
士259名。

衡阳重金引“雁”来
每年设立不低于1亿元人才

发展专项资金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李

英姿)4月26日，衡阳市发布《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试行)》，将每年设立不低于1亿
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全力打造人才洼地。

此次人才新政主要包括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及团
队引进培育、紧缺拔尖人才集聚、青年人才培育和名家
名匠铸造等4大人才工程，将通过项目资助、生活补贴、
资金奖励等方式筑巢引“雁”。据悉，高层次人才团队来
衡创新创业，最高可享受1亿元综合资助，个人最高可
享受150万元生活补贴和100万元购房补贴。 同时，衡
阳还在人才安居、子女就学、配偶随迁、诊疗保障、办事
服务、荣誉激励、出入境管理等方面提升服务。

近年来，衡阳市充分利用“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
范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
国家级平台优势，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目前，在衡
工作或与衡阳建立合作关系的两院院士17人、国家“千
人计划”专家1人、省“百人计划”专家6人；建立了13个
院士专家工作站、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还有衡阳中关村金种子创业谷、衡阳留学人员
创业园、衡阳青年创业园等系列创新创业平台。

第十二届“和”文化
旅游节开幕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唐耀东 潘芳）漫山红遍，阳明有约。4月
26日，由省文化厅、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归
国华侨联合会和永州市委、市政府主办，省侨
商联合会和双牌县委、 县政府承办的第十二
届湖南·阳明山“和”文化旅游节暨侨商侨智
永州行活动，在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幕。

开幕当天，来自美国、丹麦、泰国、新加
坡、 沙特阿拉伯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
名侨商代表，就如何发挥侨商侨智、助力永州
及双牌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侨商企业创新发
展献计献策。

阳明山“和”文化节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以
“和”为主题连续举办的文化活动。本次文化
节有十大主题活动， 在今年4月至12月持续
开展，包括2018“尚道国际杯”永州市第三届
棋王赛、 美食文化节暨“十大名厨”“十大名
店”评选、“穿越大湘南·大美永州”阳明山站
活动等。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通讯员 陆继
华 记者 李治 ）“下班了， 来一场PK赛
吧？”一款以学习十九大报告知识为主要
内容的微信小程序答题“游戏”在长沙县
流行。上线不到一个月时间，参与答题人
次已突破10万大关。

陈静明是长沙县高桥镇一名普通工
作人员，从事社工工作多年，实践能力很
强，现在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理论知识成

了工作中短板。上个周末，同事向她分享
了小程序，她一玩便如获至宝。一星期下
来，十九大知识要点，基本能倒背如流。
“星沙答题” 根据十九大报告知识要点、
党章的重大修改及其他相关知识要点，
共设置录入了近1000道题目，分为“自由
答题”“闯关答题”“好友PK”“直播答题”
“终极对战”等答题游戏环节，同时设计
积分、晋级等功能。

去年11月份， 长沙县党建O2O获全
国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奖， 目前该平
台覆盖党员群众171474人。“星沙答题”
小程序分享进入O2O后，获得不少追捧。
黄花镇黄花路社区的退休老党员游建美
在党建平台上扫描下载后，乐此不疲。

“利用微信小程序来学习， 形式新
颖，寓教于乐，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县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走亲戚”听民声“进家门”解难题
株洲县党员干部
走村入户办实事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熊军）
“谢谢你们，孩子能看动画片了。”近日，株洲县政协
农林活动组给龙潭镇龙潭村的小朋友李雨轩送来彩
电、学习用品、玩具等，李雨轩的奶奶连声道谢。

李雨轩今年3岁，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患间歇
性精神病住在外婆家，他和13岁的哥哥由年迈的奶奶
照料。家里欠了7万元债，一台黑白电视机也坏了。在
株洲县开展的“网格走亲、党群同心”大走访活动中，
县政协委员凌国强将李雨轩一家定为其联系对象，设
法帮他家解决困难，让小雨轩健康快乐成长。

今年3月起，株洲县开展“网格走亲、党群同心”
大走访活动，走访以贫困户、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
10类困难群众为重点，广泛听取群众诉求，并建立台
账。 目前， 全县有9000多名党员干部参加大走访活
动，已走访139个村（社区）约10万户群众，收集各类
问题近5000个，这些问题正逐一解决。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林航竹 赵一璐

4月26日，汝城县土桥镇龙内村柑橘
园里，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指导村民
施肥、剪枝。他叫何顺贤，今年71岁，当过
汝城县永丰乡副乡长。1992年，当时45岁
的何顺贤停薪留职， 来到龙内村承包荒
山种植果木。

放弃“金饭碗”来种果木，家人及当地
村民对何顺贤的做法很不理解。 何顺贤不
顾家人反对， 拿着东拼西凑的8万元钱，在
龙内村租赁了110亩荒地，办起了果园。

“不下深溪不知溪有多深，不上高山
不知山有多高。”何顺贤向记者讲述了自
己创业的艰辛历程。

“我吃在山上、住在山上，脸黑了、手

起茧了、腿肚子划破了。”何顺贤用3个月
时间， 修筑了一条500米长的机耕道，整
理出一垄垄果木地基，种下柰李、水蜜桃
等果树苗6000多株。

1997年，何顺贤的果园进入丰产期，
但一场大风把果树刮得东倒西歪， 果树
挂果率猛然下降。

而后几年，水果价格一路下跌，何顺
贤举步维艰，亏了不少钱。

“那几年大年三十，别人家高高兴兴
吃团圆饭， 我在苦思怎么摆脱困境。”何
顺贤说。

何顺贤从银行贷款4万元，改种美国
纽荷尔脐橙等优质品种。 他白天挖果木
地基，晚上学栽培技术，几年后果园“起
死回生”。

目前， 何顺贤的果园种植各类果木

3000多株， 今年预计可收入70多万元。
何顺贤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果王”。

一人富不叫富，大家富才叫富。近些
年，何顺贤向周边村民免费传授技术、赠
送果苗，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土桥镇小坑村村民何生云以前生活
困难，何顺贤帮他建果园，并赠送优质果
苗。现在，何生云家的果园进入盛产期，
年收入达2万多元。

小坑村老郑种植板栗200多亩，管理
不过来。何顺贤得知，常到老郑的板栗园
去帮忙。

据不完全统计，近些年来，何顺贤免
费向500多户村民提供了果苗，并无偿为
他们传授技术。在何顺贤带动下，目前土
桥镇发展果园400多个，农民年增收400
多万元。

那顽强不屈的模样，像极了湿地上朴实无华的草籽花———

千亩紫云英 最妍是“双花”

“星沙答题”成长沙县手游新宠
不到一个月吸引粉丝突破10万人次

放弃“金饭碗” 当上“水果王”

生态好 鸟飞来
4月27日， 嘉禾县晋屏镇南岭村， 一群池鹭在飞翔栖息。 随着天气回暖， 嘉禾县晋屏、 盘江及南岭自然生态保护区一派生机

勃勃， 引来众多鸟儿飞临栖息、 觅食、 嬉戏。 黄春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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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开展
电网建设三年行动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

员 彭浩)经济发展，电力先行。4月26日，记者
从“常德电网建设三年行动、加强电力能源供
应保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到2020年，常德
电网建设改造投资规模将超43亿元， 可满足
300万千瓦负荷下安全用电需求， 有望解决
供电能力“卡脖子”问题。

今年， 国家电网常德供电公司围绕常
德市委、市政府“产业立市三年行动”，结合
实际， 制定了电网建设三年行动， 建成一
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电网工程项目，用3
年时间实现电网建设与城市功能定位、重
点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相匹配，确保城
区电网充分保障、园区电网适度超前、农村
电网安全稳定。

国家电网常德供电公司将重点实施“主
干网架”提质工程、“骨干网架”补短工程、提
高配电网建设标准、 规范住宅小区配电网建
设改造工程，加快城乡供电服务均等化进程，
同时加快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