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宗超）“老蒲， 退出贫困户的事您是否再考虑考
虑？”5月16日， 面对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干部
再次上门征求意见， 新晃侗族自治县步头降乡
新江村贫困户蒲学庭指着胸前的党徽， 坚定地
说：“不考虑了，就这样定了。作为一名老党员，
应做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榜样。”

新江村是侗乡新晃典型的边远贫困村。
今年58岁的蒲学庭有着近30年党龄， 育有一

对儿女。前些年，子女要读书，自己腿部被犁
田机割伤，家庭缺劳力，生活比较困难，被列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近年来，通过县纪委与新
江村结对帮扶，加上儿子外出打工有了收入，
蒲学庭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已达到脱贫条件。
5月上旬，新江村党支部组织党员开展主题活
动时， 蒲学庭向组织表明了自己的想法：“我
自愿申请退出贫困户， 把机会给其他比我更
需要的人。”

走进蒲学庭家， 见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
净，厨房、厕所明亮整洁。与记者谈起想要退出
贫困户的事，蒲学庭说：“以前我还有所顾虑，通
过多次党员会学习，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党员，有
责任、有义务做榜样，不等、不靠、不要，通过自
己种菜、饲养家禽、发展庭院经济等，为脱贫攻
坚贡献一点力量。”

“扶贫重在扶‘志’，重在激发贫困群众的内
生动力。”新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李文斌告诉记者， 蒲学庭拒绝“等靠
要”、不当贫困户的志气为新江村脱贫攻坚注入
了一股精神动力。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通讯员 陆继华 记
者 李治）“党和政府给了我莫大的关怀与帮助，
我没什么能力回报， 便想将来把遗体捐出来用
于医学研究，为社会作贡献。”近日，长沙县长龙
街道茶塘村宋正斌在长沙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的见证下，进行遗体捐献登记，以这种特殊的方
式回报社会的帮助与温情。

今年67岁的宋正斌是茶塘村徐家组人，

1996年入党。上世纪80年代初，宋正斌进入黄
花电线厂工作，凭着自己的扎实肯干，一家人的
日子越过越好。然而这一切，在儿子2000年患
上癌症后开始改写。 花光了家中的积蓄并欠了
一大笔债后， 宋正斌的儿子于2010年去世。屋
漏偏逢连夜雨，因工厂效益不好，宋正斌退休回
家，不久后突然中风，在床上躺了一年多，生活
的重担全压在老伴和出嫁了的女儿身上。

2013年， 长龙街道把他评定为低保户给
予救济帮扶。2015年，随着国家扶贫工作的推
进，宋正斌一家被街道确定为精准扶贫户，在
生活生产等方面得到大力帮扶， 一家人的生
活有了很大改观。目前，除了因中风说话有点
困难外，宋正斌的身体已逐渐恢复。今年4月，
长龙街道启动殡葬改革宣传月活动， 宋正斌
在电视里看到遗体器官捐献公益宣传片后，
决定去世后献出遗体，用于医学研究。宋正斌
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赞同， 并通过街道联系
了县红十字会。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富洪 曹良海）5月17日， 在隆
回县小沙江镇金银花基地里，200余株
观赏用红色金银花竞相绽放。 这是隆回
县与湖南农业大学合作， 最新培育成功
的观赏金银花 。 与普通金银花不同，其
花为红色，花期长达6个月，是普通金银
花的6倍。

人们印象里，金银花都是金、银色相
间。这次培育成功的观赏金银花花苞呈紫
红色。红色金银花在试验期间，其花可从
每年5月一直开至10月末，而普通金银花

花期仅1个月。 隆回县金银花协会副会长
舒利表示，多颜色金银花是隆回县对金银
花多用途发展进行了一种尝试，在小沙江
镇的金银花基地里除紫红色的金银花外，
观赏用的粉红色、金白色等各色的金银花
品种也已经进入母本培育阶段。

新品种金银花的培育， 拓宽了隆回
县小沙江地区金银花的应用范围， 不同
颜色的金银花制作出的花茶有助于金银
花茶打开高端市场， 花期延长也将有助
于以金银花为主产业的隆回北面地区发
展旅游产业。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田明时）今天上午，汉寿县坡头
镇全护村的电商服务站里，“邮掌柜”邱
翠英坐在电脑前操作鼠标，很快便通过
“邮乐购”平台谈成了一笔300多元的业
务。 随后， 她将为农户代销的豆豉、豌
豆、榨菜皮等农产品打包，准备寄给北
京的买家。

在脱贫攻坚中，汉寿县邮政分公
司充分整合邮政线上线下资源 ，搭
建了“邮乐购 ”平台 ，成立了 15人的
电商服务专业团队， 深入全县各乡
镇 、街道 、村组，指导建立电商服务
站，通过发挥邮政渠道优势，为农民
搭起了“互联网+特色产业 ”的致富
桥。

邱翠英告诉记者，从2017年初代理
村电商服务站以来， 她将村民的酸豆
角、豆豉、土鸡土蛋等20多种农特产品
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帮助村里
10名贫困户脱贫。

业绩出色的“邮掌柜”还有龙潭桥
镇浏浃河村村民朱贵明。去年，他除了
线上线下交易额突破30万元， 还与130
多名贫困户签订了“电商扶贫”合作协
议，帮助他们销售农副产品，为之增收
28.5万元。

目前， 汉寿县已建立165个村电商
服务站， 累计为村民带来收入2.1亿元，
带动2600多名贫困村民就业，为贫困户
增加收入3800万元， 其中112户实现精
准脱贫。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彭取） 今天下午，“笑满三湘———到人民中
去” 第5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主题活动启
动仪式暨文艺扶贫惠民演出，在平江县梅仙镇
三里村三里学校举行。省文联主要负责人宣布
活动启动，希望文艺工作者把人间温暖送到基

层，把文化艺术种在基层，自觉做到为人民抒
写，为百姓放歌。

启动仪式前，省书协、美协及岳阳市书协、
美协10余位艺术家来到三里学校教室， 讲授书
法、美术知识，现场气氛热烈，互动不断。文艺演
出中，省、市文艺家或歌舞、或小品、或相声、或

魔术， 精彩的演出博得现场1000多名师生、群
众的阵阵掌声。活动现场，省、市书画家当场挥
毫，创作出一幅幅精美的作品，赠与梅仙镇文化
活动中心、三里学校及现场群众。

此活动由省文联、省总工会主办，省文艺
志愿者协会等主办。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宁奎）5月17
日， 张家界市首届民宿旅游文化节开幕。当
天，50位民宿经营者与50家旅行社代表在风
景秀丽的武陵源，对话乡村与文化旅游发展，
探讨张家界民宿未来发展之路。

随着全域旅游的深度推进， 世界各地游
客的纷至沓来，去年，张家界旅游接待人次首
次突破7000万人次。同时，张家界市将民宿产

业发展列入长期发展规划，推出多项政策刺激
精品民宿建设，引导成立旅游客栈协会，并出
台系列行业管理办法，规范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 张家界市共有各类民宿1287
家，建成五号山谷、远方的家、回家的孩子等一
批国际国内知名的优质民宿。去年，全市民宿
接待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游客300多万人
次，年收入近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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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毛钦）“参加第六届矿博会的国
外、 国内参展商及参展品都超过了上一
届。”5月17日，郴州国际矿物宝石博览有
限公司总经理郑建蓉介绍， 本届矿博会
邀请了国际知名的30多位专业买家，国
内博物馆40多家、协会20多个、采购公
司200多家、 收藏家1000多位到场进行
采购，交易额将创新高。

随着矿博会永久落户郴州、 湘南承
接产业转移投资贸易洽谈会永久会址落
户郴州等，郴州会展经济快速发展。郴州
将会展经济作为全市经济一个重要增长
点来抓，并提出“会展+”发展理念，即推
动会展与旅游、文化、体育产业、农业等
融合发展， 打造湖南新增长极。“会展业
影响面广， 对相关产业带动经济效益比
为1∶9。” 郴州市统计部门负责人介绍，矿
博会参展人数从最初的15万人次到
33.6万人次， 展商从1200家增加到
2600余家，场内交易额从10亿元增长
到19.3亿元，还直接带动交通、旅游、
餐饮、住宿、通信、广告等相关行业的

发展。
该市除了加强会展场馆的建设外，还

构筑了海关、检验检疫、公路口岸、铁路口
岸、 铁海联运等功能齐备的通关平台，实
现会展货畅其流， 推动会展经济市场化、
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产业化，构建“大
会展”格局。近几年，郴州市每年举办各类
大型展会20多场次， 直接推动了会展经
济、旅游经济、开放型经济协同发展，带动
了矿物宝石、现代物流、健康养老养生等
产业发展。去年在会展的带动下，该市金
银珠宝类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4.2%， 全市
接待游客人数、 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1.4� %、64.8%。今年前4个月，仅在郴州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的年货商品交易会、名品
家博会、 春季车展等， 实现交易额8.7亿
元。形成了一条带动交通、旅游、酒店、餐
饮、购物为一体的“第三产业消费链”。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国平）至5月中旬，张家界魅力
湘西大剧院演出《魅力湘西》节目已累计
演出7000多场，接待中外游客1300万人
次，成为国内旅游文化演艺的“领头雁”。

近年来，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立足生
态优势，将民俗、文化与旅游相结合，促
进了“旅游+文化”的蓬勃发展。在城区，
打造《魅力湘西》《烟雨张家界》《梦幻张
家界》3台旅游演艺大戏，构建“白天看山
水，晚上赏大戏”的旅游模式，吸引数千
万海内外游客观看；建成“水上街市”旅
游文化街区溪布街，集土家族、苗族、白
族、侗族、瑶族五大民俗风情酒吧街、湘
西民俗购物精品街、 主题休闲客栈于一
体，受到越来越多游客青睐。“五一”小长
假，溪布街接待中外游客46772人次，同
比增长8.95%。

在景区， 武陵源区以全域旅游为指

引，积极培育和开发休闲度假游、地质地
貌游、文化节事游、民俗风情游、农业观
光游等特色旅游产品。 依托张家界的峰
林奇观，根植土家文化，建成五号山谷、
璞舍等一批高端民宿， 为游客提供了集
美学鉴赏、艺术观摩、乡村体验、农耕体
验、亲子娱乐于一身的旅游居住感受。

为建成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 武陵
源区利用生态资源， 引入多个生态文化
项目。投资均超过10亿元的桃花溪欢乐
谷、张家界千古情及投资5亿元的黄龙古
寨等一批文化旅游项目正在实施， 以丰
富旅游文化产业链。据统计，2017年，该
区共接待中外游客2650.53万人次，同比
增长15.94%；实现旅游收入217.69亿元，
同比增长20.45%。今年“五一”小长假，
该区接待游客51.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2.33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 5.49% 、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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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浏阳市达浒镇金石村，农民孔蒲中（右）和长期提供技术指导的湖南农
大教授黄璜（左）一道，往新流转的稻田里放养首批鳖苗。孔蒲中今年初曾做客中南
海，参加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座谈会，就如何改造传统农业提建议。回来后，他将稻鳖共
生生态养殖规模扩大到200亩。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刘爱民 摄影报道

稻鳖共生 种养双赢

5月17日，游客和村民一起在稻田里进行趣味排球比赛。当天，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在五号山谷旅游度假民居举行民宿旅游和农耕文化节活动，中外
游客和当地村民一起在稻田里开展打排球、拔河、摸鱼、插秧等趣味活动，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乡村旅游乐趣。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宁奎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田间野趣

为人民抒写 为百姓放歌
“笑满三湘———到人民中去”情暖老区

打造全球游客“远方的家”
张家界民宿年接待游客300多万人次、创收近3亿元

不等不靠，老党员自“摘”贫困帽

回报社会，扶贫对象登记捐遗体

鼠标“指点”脱贫路
汉寿邮政电商帮助112户农民脱贫

最是此花多情 一开半年犹艳
隆回成功培育出观赏金银花，花期是普通金银花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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