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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何乐川 杨锐）“委托帮扶办法好，
脱贫有路心不慌……”5月19日，在会同县
宝田侗族苗族乡宝田茶园， 贫困户向玉和
一边采摘茶叶， 一边美滋滋地唱着自编的
“采茶歌”。作为采茶能手，她在茶园一天可
赚200元钱。

会同属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
也是全省十强生态产茶县。2015年， 该县
按照“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思路，探索出“公
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委托帮扶”

产业扶贫新模式。 县里整合扶贫项目资金
1150万元，委托宝田茶业有限公司新建标
准化有机茶园2000亩，宝田、青朗、漠滨等
3个少数民族乡4962名贫困村民入股成为
茶园股东。

宝田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建茶园
产权由项目区内贫困人口和各村村集体共
同所有。 公司负责茶园建设与管理， 实行
“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核
算”。 茶园收益按比例分配，70%归贫困农
户，按股分红；公司、茶叶合作社和村集体

各占10%。目前，已成立旺田、宝田等5个
茶叶合作社，贫困户在合作社持有股份。
今年4月， 旺田合作社茶园开园才十几
天，采卖鲜叶就已收获10余万元，让入
股的贫困户尝到了“甜头”。宝田村脱贫
户蔡文中及妻子以前在外务工， 看到家
乡茶叶产业越做越大， 便返乡“发茶
财”。 现在夫妻俩在宝田公司工作，摘
掉了穷帽子，还建了新房子。

“会同实行委托帮扶模式，建立起
公司和贫困人口的长效利益联结机

制，克服了分散经营技术管理难到位、产品
质量难保障、产业规模难形成等弊端。”会同
县茶业办负责人唐鉴平说，目前,4962名贫困
村民每年共有抚育管理劳务收入400余万
元、土地流转收入24万元 ,预计2000亩茶园
进入丰产期后，每年还可获得分红等收入。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田贵学 田卫）“房子从水泥、 梁瓦
到大门乃至室内天花板、厨房瓷砖等，都是
扶贫工作队帮忙购买并且送到家的。”5月
中旬， 张家界市永定区阳湖坪街道周家坊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崔国祥老人， 看到区委
政法委驻村帮扶工作队送来的建房物资，
心里特别激动。当天，随同前去帮扶的张家
界市钰坤建材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与老人
结成对子，现场捐助5000元，解决老人房

屋的后续装修资金。
永定区地处武陵山脉腹地， 属省级贫

困县。该区多个乡镇、村组群众常年居住在
高寒、石山等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
地质灾害隐患多的区域。2017年以来，永
定区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
之一，结合美丽乡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采
取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等形式， 先后投入
1.65亿元， 精准实施易地扶贫搬迁754户
2750人，有效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活一

方人”的问题。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及后续产
业发展， 累计实现721户2520名贫困人口
稳定脱贫。

为将此项工作落到实处， 永定区按照
“政府补助、部门和社会帮扶、群众自筹”相
结合的原则，以精准识别贫困户为基础，对
贫困户的住房情况进行地毯式排查， 采取
“实地看、逐户访、认真核、反复比”等方式，
切实提高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精准度和有
效性； 在改造方式上充分尊重贫困户个人

意愿，严格控制建房面积，对每个步骤明确
到位。同时，各安置点建设严格控制成本，
压实质量监理责任，加强监管，保证质量，
切实把民心工程办实办好， 真正做到让住
房困难群众“住有所居”。

今年，永定区还将在王家坪、沅古坪、
谢家垭等8个乡镇（街道）投资1.53亿元，新
建住房696套， 住房建筑面积63650平方
米，搬迁696户，安置2546人，计划于2018
年9月30日前竣工。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周玉意 余志华

“这个地方太美了！这里的文化也特别有意思。
我体验到了与我们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置身古朴
秀丽、充满活力的插柳古苗寨，在湖南师大国际学院
进修汉语言文学的比利时留学生德山感慨地说。

5月18日至19日， 湖南师大85名留学生走进该
校定点帮扶村———绥宁县关峡苗族乡插柳村， 切身
感受中国精准扶贫行动给插柳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体验中国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民俗文化。

18日下午，来自21个国家的留学生们怀着好奇
的心情，走进了青山绿水中的插柳村。在村口门楼
下，热情的村民们唱起了迎宾歌，并为每位客人献
上拦门酒。沿着水泥村道，留学生们走进寨子，映入
眼帘的是一片古树林。踩着铺满落叶的石子路拾级
而上，大家暑意顿消，一路欢笑。面对这难得一见的
景象，留学生们纷纷拍照留念。一棵粗壮伟岸的红
椆树吸引了留学生们的注意，大家争相穿过可容纳
三四人的巨大树洞。看到树干上挂着的古树名木保
护牌上写着这棵树已有1000多岁时， 来自巴基斯
坦的留学生吴迪说：“能保护好这么古老的大树，太
不可思议了。”

下坡沿着兰溪河，进入村民居住区。留学生们
兴致勃勃地参观富有苗族特色的村容村貌、由民居
改造而成的文化艺术园区， 以及光伏发电扶贫项
目、农村净水系统和面积数百亩的荷塘等。在一处
生态蔬菜种植基地，看到满园黄瓜碧绿可爱，来自
越南的徐映月情不自禁掏出手机自拍。她了解到这
个蔬菜基地是村里的扶贫产业时，由衷赞叹：“中国
农民真幸福！”

在插柳村文化广场， 当地群众身着艳丽的民族
服饰载歌载舞，欢迎这些“洋学生”。“洋学生”也准备
了精彩节目，和当地村民一起唱歌跳舞，现场气氛欢
快热烈。

来自苏丹的梁晨、刚果（布）的李丽代表留学生
和老师，去看望了贫困户苏知孝。在苏知孝家，了解
到湖南师大从2015年起， 对插柳村进行对口帮扶，
村里781位贫困村民今年都能脱贫， 梁晨激动地说：
“中国的扶贫成就了不起！”

这次来插柳村的留学生， 多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农村。 来自印尼的杨俊辉说：“这里空气好， 风景很
美，人们热情纯朴。虽然是贫困村，但和印尼许多村
子比起来，这里各种条件都很好。”

�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通讯员 李孟玲
记者 李秉钧）“真没想到，一条献血求助信
息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后， 会引起这么多爱
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5月21日，躺在郴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心医院的祝女士说，她
产后大出血经救治后，身体恢复得不错，她
非常感谢那些未曾见面的好人。

5月17日晚，一条“求血”消息在微信朋
友圈广为转发，AB血型的祝女士因产后大
出血， 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心医院
ICU病房抢救，急需AB型血小板。消息扩
散后，30位AB型献血者争先赶往市城区兴
隆步行街街头献血点献血， 最后一名献血
者献完血已是18日凌晨。“祝女士当天上午
从汝城县转至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心医
院， 当晚因产后大出血， 继而发生羊水栓
塞，医院迅速将她转至ICU重症监护室，紧
急输注血小板进行抢救。”郴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介绍， 当天该医院
北院还有一名白血病的患儿也需要AB型
血小板，医院的留存量已经用完，家属心里
着急，这才广发朋友圈求助。

郴州市AB血型的人仅占8%， 该血型
献血者相对较少，临床用血者也较少。该市
中心血站接医院用血通知后， 立即将采集
的7袋血小板浓缩成祝女士所需的混合血
小板1人份， 第一时间将血液制品发出。并
预约机采献血者翌日赶到血站捐献机采血
小板，保障患者有充足血小板备用。18日早
上，祝女士脱离了生命危险。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丹青

5月18日11时50分， 一架直升机停在
岳阳市二人民医院附近停机坪。 早已等候
在此的医务人员争分夺秒， 将患者曹某从
医院重症监护室送上直升机， 飞赴省会湘
雅医院救治。记者获悉，这是“空中120”在
岳阳首次执行直升机跨区域转运救援任
务。仅用40分钟，就完成了重症患者从岳
阳到长沙大医院的转移。

5月17日14时21分， 岳阳市民曹某因车
祸导致全身多处严重骨折伴软组织损伤、双
肺挫伤、失血性休克，入住岳阳市二人民医
院重症医学科。由于病情复杂且危重，患者
要求转到湘雅医院治疗。但从岳阳市区到长
沙市区约155公里，驾车需2.5小时左右。路上
一旦颠簸，对病人可能造成伤害。岳阳市二
人民医院一边千方百计抢救患者，一边请求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公司派直升机支援。金汇
公司很快安排直升机执行空中救援。

18日12时30分，救援直升机载着患者
曹某，飞抵湘雅医院停机坪。

13时10分，曹某被平安转运至湘雅医
院急诊科，目前已得到妥善救治。

近年来， 岳阳市二人民医院大力增强
疑难危急重症救治能力， 建立了岳阳市院
前急救中心、 中毒救治中心、 创伤急救中
心、航空医疗应急救援中心，已有30多位
医务人员经过多次空中救援培训和试飞演
练。该院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救援是岳阳
市首次跨区域空中救援， 成功开拓了一条
空中救援绿色通道。

4962名贫困村民成茶园股东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721户2520名贫困人口已稳定脱贫

40分钟，
岳阳患者抵达长沙

深夜接力献血
产妇成功脱险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熊远帆）5月18日是
第42个国际博物馆日， 主题为“超级连接的博物
馆———新方法，新公众”。当天，长沙博物馆“展厅虚
拟漫游”系统上线，观众只要拿起手机登录长沙博物
馆新版官方微信、官网，就可以随时随地“连接”并进
入博物馆。

拿起手机，打开长沙博物馆“全景漫游”系统，就
进入了这座被搬上网络的博物馆。 网上博物馆和现
实中完全一样， 观众用手指就可以在其中任意穿梭
观看，所到之处也都有讲解，每件文物都有详细的背
景资料。观众还可以戴上VR（虚拟现实技术）眼镜，
身临其境地在当中走动。

长沙博物馆还上线了三维文物触摸系统， 这个
系统通过激光三维扫描获取物体形体尺寸， 再用大
量高清照片采集表面色彩纹理等数据信息， 通过后
期处理程序，对50件重要的馆藏文物实现了客观还
原。 观众在博物馆内大屏幕操作台上， 可以伸手触
摸、缩放，观看细节，文物残损和起伏不平的纹路、材
质感等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据了解，经3年建设的长沙博物馆智慧博物馆平
台，融入新科技，为观众带来了前沿的智慧博物馆观
览体验。

长沙博物馆“展厅虚拟漫游”上线
VR技术让您

随时随地逛博物馆

古苗寨来了“洋学生”

通讯员 杨万里 胡纯亮 记者 邹仪

“老爹，今天的饭菜可好？”“还比较
可口！”“这两天牛放得可好？”“活泼得
很，健康得很……”不是一家人，胜似一
家人，在永州市零陵区珠山镇欧家村，一
名残疾人带着另外5名残疾人，一起快乐
劳动、生活的故事，在当地成为美谈。

5月中旬， 记者来到这个位于大山深
处的“鸿鑫养殖家庭农场”，51岁的“农场
主”左彩元正和他的“家人们”一起吃中饭，
幸福洋溢在他们的脸上。左彩元，四级听力
残疾。与其一起生活的徐小英，女，1966年
生，四级肢体残疾；龙权林，1955年生，一
级听力残疾；左美艳，1973年生，一级言语
残疾；卿吉涛，1950年6月生，三级肢体残
疾；左声元，1971年生，三级言语残疾。

他们的故事源于几年前的一段经
历。

左彩元本来是个健康人。2013年，
他还建起了这个养殖场，开展牛羊养殖。
2014年的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袭
向他。那天，他突然感到不适，呼吸困难，
被紧急送医院抢救， 确诊为“心血管阻
塞”，3根血管堵死两根， 情况非常危急。
好在及时从湘雅医院请来专家进行手
术，左彩元命保住了。

然而， 这次生病却造成了他听力残
疾。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左彩元深深体会
到残障人的种种不易， 下决心一定尽最
大努力帮助残疾人。

左彩元想到做到。出院后，他就陆续
将周边的残疾人员、 五保人员请到养殖
场来“就业”。

左声元最先被请来养殖场的。 左声元
的父母去世早，没读书、没房住、不会说话，
但很聪明、勤快，放牛、砍柴、养鱼，样样能
干。

随后，徐小英、龙权林、左美艳、卿吉涛等
也相继来到这个“大家庭”。左彩元待他们如
亲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吃什么，他们
就吃什么，他们住厂子，我们也住厂子。被子
脏了，我们帮他们洗，生病了，我们带他们去
治疗。”左彩元的爱人李国秀说。

如此一来，家里负担肯定不小，好在近
几年家庭农场发展顺利， 日子也一天比一
天好。

如今， 在珠山镇大锰山， 每当夕阳西
下，几名残疾人赶着一群群牛羊，吆喝着从
山坡上慢慢走回家， 这个画面已成了当地
一道特有的靓丽风景。

左彩元:带着5名残疾人生活
老百姓的故事

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田育才）近
日，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林学会公
布首批85株“中国最美古树”，湖南省3株古树
入选。3株古树分别为张家界市桑植县八大公
山自然保护区的亮叶水青冈、 怀化市芷江侗
族自治县岩桥镇小河口村的重阳木和益阳市
安化县江南镇黄花溪村的梓叶槭， 分别获评
“最美亮叶水青冈”“最美重阳木”和“最美梓
叶槭”。 其中， 桑植县亮叶水青冈树龄1500
岁。 树干粗壮挺拔，枝叶繁茂，万千枝条向四
周伸展，被誉为“千手观音”。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通讯员 熊伟 记者
肖洋桂）5月15日早晨， 临澧县安福镇朝阳农
贸市场，一村民提着20斤鱼销售。正在检查的
政协监督员邹航细看鱼肚都开始腐烂。 在其
劝导下，村民将变质了的鱼填埋处理。为保障
食品、药品安全，5月10日，临澧政协民主监督
小组、县纪委巡察组进驻县食药工商质监局，
开展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监管。 在临澧城乡大
小农贸市场、 超市商店随处可见到佩戴政协
民主监督员袖章的监督员。 目前已发现43种
食品、6种药品不符合质量要求。

湖南：3株古树入选中国“最美”

临澧：市场有了政协监督员

永定区 易地搬迁“搬”出新天地

会同县“委托帮扶”铺就脱贫路

5月21日，城
步苗族自治县丹
口镇边溪村高山
蜜桃基地， 城步
旺农果树种植专
业社社员在采摘
高山蜜桃。

严钦龙 摄

5月21日，
嘉禾县珠泉镇
野廘塘，市民在
果园采摘乌梅。
近年来，该县形
成了“基地+合
作社+农户”的
杨梅产业发展
格局，为农民带
来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

黄春涛 曹晶
摄影报道

杨梅

蜜桃
熟 了

红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