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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教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福华

6月3日，周日,永州市金洞管理区金
洞镇小黄司河村山风送爽，酒香阵阵。当
地村民砍下长在山间的“活竹酒”，邀请
游客们品尝。

小黄司河村地处金洞管理区大山深
处，人均田土面积不到0.1亩，而南竹林
面积却有4000余亩。2015年底， 该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122户369人。

根据小黄司河村的实际情况，对口
帮扶该村的永州市旅游外事侨务局和
金洞管理区决定“靠山吃山”，挖掘南竹
的经济价值。去年初，客商前来考察，双

方很快达成合作意向，合同流转4000亩
竹林。

从此，普通南竹开始“转型”。
在南竹上钻孔，将酒注入竹腔内，制

作“活竹酒”。与村民们签订竹扫帚、竹工
艺品订单，引导村民把竹尾加工成扫帚、
竹头做成工艺品。

刚开始，村民们将信将疑，有人还担
心：卖竹子好歹还能赚几个钱，这样一折
腾，不会毁了竹林，还亏了本钱吧？

驻村扶贫工作队一边上门做工作，
一边指导村民加工竹扫帚。 不久，3000
把竹扫帚全部销往广东、福建，每把售价
6元。村民陈富秀说：“过去，我们做竹扫

帚只是自己用。现在我每天能做30多把，
收入近200元。”

看到了效益， 村民们的疑虑很快消
除，4000亩竹林流转很快完成。

竹林流转后， 村民们进入公司务
工，跟着技术员种“活竹酒”、按时领取
工资。村民郭广生在基地务工，月收入
5000多元。

同时， 村民们开始学习加工竹笔筒
等工艺品。村民邓秋发算起细账：“过去，
砍南竹卖原料，每根售价不到10元。现在
加工后，每根产生的价值在40元以上。”

通过南竹综合开发， 还带动了小黄
司河村旅游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陈倩 刘鹏

5月底，桃江县桃花江镇栗树嘴村的
一片玉竹地里绿意葱茏，3名除草工人正
忙着拔草、施肥。

玉竹是栗树嘴村最近几年新生的事
物， 如今已经成了不少村民的主要经济
来源。栗树嘴村田少山多，交通闭塞，村
民以前依靠单一的水稻种植捞点收入，
经济上不去，成了省级扶贫示范村。

玉竹在栗树嘴的成片发展， 得益于
一个80后，他叫封志强。这个原本已经走
出山村的小伙，在2013年放弃50万元年
薪，回到家乡发展药材种植，他说，他要
给贫穷的家乡“开出药方”。“水稻种植一

年300元每亩的效益， 改种玉竹，3年后
就有2万元每亩的收益。”回乡第一年，封
志强盘下了20亩地试种药材。

2014年，他扩大规模，向村上租赁了
350亩稻田、110亩山林发展药材种植。
凭着自己多年药材种植经验，这几年，封
志强联合村上种养大户先后投入1100
多万元， 创办了桃江县鑫龙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桃江县祥瑞中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 开发名贵中药材基地300多
亩，建起了精致成品中药材加工厂，并在
长沙高桥大市场开设了成品中药材销售
部， 还通过互联网搭建了名贵中药材电
商销售平台， 在中药材生产经营上实现
了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

“我们还开发了特色水产养殖基地

110多亩、 综合型果蔬基地100多亩，并
在药材与果蔬基地养殖畜禽2000多只。
还提供就业岗位、带动农户入股分红、土
地租赁等方式，使贫困户增收。”封志强
说，这些“药方”开出后，解决150多名贫
困人口就业问题。“我常来基地打零工，
学到技术后领种了几斤药材苗， 今年长
得一腿深了。”莫赛美曾因病致贫，这两
年靠着在合作社的股份分红和务工，他
每年能获得近4万元的稳定收入。

更好的消息是，2017年，桃江县鑫龙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桃江县中医院
签订协议， 该院的医养结合中心将优先
为村上贫困户提供 200个就业岗位 。
2018年， 该公司还将在一些贫困村扩建
800亩药材基地，助推群众脱贫。

精准扶贫在三湘

南竹“转型”富山村

药材“医”活贫困村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陈玉科）6月
3日晚7时30分， 株洲交警在荷塘区新华东路一路口开展酒驾
整治行动，没过多久就查获一名酒驾男子，其血液中酒精含量
达72mg/100ml。6月1日至3日3个晚上， 全省公安交警开展周
末夜查行动，有701人酒后驾车被查处，其中包括83起醉驾。

从5月25日起，全省公安交警启动周末夜查行动，开展
酒驾醉驾毒驾夜查整治。“酒后驾车被查处的人其实大多都
明白酒驾的危害，但就是图一时之便、铤而走险。”株洲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直属大队副大队长黄晓表示， 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将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暂扣半年，扣12分；醉酒驾
驶机动车将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能考试（重新申领），还将
追究刑事责任。

据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统计，上周末全省共查处酒驾618
起、醉驾83起、毒驾18起。其中，岳阳市查处酒驾最多，为83
起；其次是长沙、衡阳和常德，分别为63起、54起、54起。

全省公安交警开展周末夜查行动

一个周末，
701人酒驾被查

� � �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主要用于急、慢性
精神分裂症及其他各种精神病性状态的
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的治疗。与传统抗精
神病药相比，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具有更强
的抗精神病作用和更少的锥体外系反应，
因此更广泛应用于临床。目前我国上市的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包括：氯氮平、利培酮、
奥氮平、喹硫平、齐拉西酮、阿立哌唑、哌
罗匹隆、帕利哌酮、氨磺必利等。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的不良反应主要
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反应， 如头晕、嗜
睡、失眠、癫痫、锥体外系反应、激越、狂
躁、 谵妄等。 此外还有一些严重不良反
应，如粒细胞缺乏症、糖脂代谢异常。

鉴于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潜在的致白
细胞减少/粒细胞缺乏症风险，提醒临床
医师仔细询问患者的既往病史， 有骨髓
抑制或白细胞减少者禁用或慎用此类药

品。 应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 在用药
前、 治疗中及停药后监测患者血白细胞
及中性粒细胞计数，确保用药安全。提醒
患者密切关注相关症状，如果出现发烧、
虚弱、嗜睡、咽喉痛等，应及时就诊。

鉴于非典型抗精神病药致糖脂代谢异
常风险， 提醒临床医生在处方此类药品时，
应了解患者糖尿病、高血脂病史，掌握患者
高血糖、高血脂的风险因素，必要时监测患

者血糖、血脂及体重指标，如出现相关异常，
及时采取措施，确保用药安全。提醒患者密
切关注自身体重及高血糖症状（如烦渴、多
尿、多食、乏力等），如有不适，及时就诊。

另外，美国和欧盟有研究表明：伴有
老年痴呆症状的精神病患者使用抗精神
病药物可导致死亡风险升高。

通讯员 钟露苗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整理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赵越）赏名剧，到长沙梅溪
湖。记者从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
术中心大剧院了解到，本月该剧院
将有12部28场演出登台， 涵盖音
乐剧、话剧、舞剧等多种表演形式，
为全省观众带来一整月的文化大
餐。

据了解，5至6月是梅溪湖大
剧院“2018年百场同献”之国际喜
剧舞蹈演出季。6月1日起，全球第
一部木兰题材古典儿童音乐剧
《木兰从军》将在大剧院拉开本月
演出的帷幕。随后，开心麻花经典
话剧《羞羞的铁拳》、 杨丽萍舞蹈
剧《十面埋伏》、吕丽萍孙海英明
星版话剧《独自温暖》、孟京辉先
锋戏剧作品《恋爱的犀牛》、俄罗
斯古典芭蕾舞剧《睡美人》等12部
戏剧28场演出， 都将在梅溪湖大
剧院轮番上演。

其中，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舞
蹈剧《十面埋伏》讲述的是楚汉相争
的历史故事， 由杨丽萍担任总编导、
艺术总监， 融合了中国古典名曲、京
剧及功夫等传统艺术元素，是继舞剧
《孔雀》之后，杨丽萍又一全新概念的
舞台作品。

6月，12部好戏
登陆长沙梅溪湖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通讯员
陈贻贵 记者 肖祖华） 今天下午，
邵阳市花鼓戏传承保护中心的演
员们在加紧排练现代花鼓戏《儿大
女大》。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
2018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参
演作品名单，花鼓戏《儿大女大》作
为我省唯一入选剧目， 将于6月11
日到12日到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
出。

花鼓戏《儿大女大》是由邵阳
市花鼓戏传承保护中心编排的一
台反映家庭伦理道德的现代剧。该
剧讲述早年丧妻的农民贵满含辛
茹苦将3个儿女拉扯大， 如今女儿
考上大学，二儿子准备结婚，大孙
子小学发蒙，多方向他索钱。面对
还不清的儿女债，贵满被逼走上绝
路，上演了一出假死戏，最终儿女
们幡然醒悟。 全剧充满生活情趣，
鞭笞了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社会
上“啃老”现象，语言诙谐风趣，让
观众在笑声中品味苦涩， 发人深
省。

花鼓戏《儿大女大》
将晋京演出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张福芳）“爸、妈，我是贵林”
“我的儿啊，26年了，终于把你找着了……”5月31日上午，在
娄底市公安机关打拐工作新闻发布会现场，陆益新、陈雪金
夫妇和他们失散26年之久的儿子陆贵林（现名赵某）紧紧相
拥，泣不成声。

1992年4月6日，新化县孟公镇吉隆村村民陆益新3岁的
儿子陆贵林在集市走失，陆益新随即向孟公镇派出所报警，
该所立即在集镇附近展开调查。 获悉陆贵林已被一中年男
子捂住嘴巴强行抱走，公安机关组织警力，对集市方圆近5
公里范围展开地毯式搜寻和堵截，可当时条件有限，最终没
有找到被拐走的陆贵林。

20多年来，孟公镇派出所民警和陆益新、陈雪金夫妇从
未停止寻找陆贵林。去年底，经数据比对，江西宜春一个叫
赵某的男子的DNA数据与陆益新、陈雪金夫妇匹配。随后，
新化警方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在江苏打工的赵某，经过血
样采集、复核比对，确认赵某就是陆贵林。5月31日，陆贵林
回到家乡，与父母相认。

娄底市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工作。近
年来，在妇联、关工委、民政、教育等反拐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
“宝贝回家”等社会公益组织支持配合下，公安机关充分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采取跨国合作、跨省联动、全警作战等方式，对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开展强势围剿。近5年，娄底市共摧毁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6个，破案120余起，其中破获公安部督
办特大团伙案件2起，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170余名。

寻遍万水千山
骨肉终于团圆

娄底公安机关5年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170余名

———湖南省药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协办
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 关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的严重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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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49 1040 778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98 173 276454

0 78

学习技能
传承文化

6月3日， 资兴市
“一户一产业工人”培
养工程刺绣工培训班
在唐洞街道茶坪瑶族
村开班，50多名瑶族
妇女将系统地学习拼
布秀、 瑶绣等实用职
业技能， 提高致富能
力， 传承和发扬瑶族
文化。

朱孝荣 李铁南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