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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岳阳寻找
“最美献血者”
近百名“献血达人”受表彰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黄文江 彭竹峰） 今天是第15个

“世界献血者日”，岳阳市开展了2018年
“世界献血者日”暨第三届寻找岳阳“最
美献血者”公益活动，近百名献血志愿者
和40家单位收到表彰。

该市的此次活动历时1个多月，共有
200余人、70多家单位报名参与，投票总
数达13万余票。毛晖、周保国等20名志
愿者为岳阳市“最美献血者”，黎勇、刘彬
等20名志愿者为岳阳市“最美献髓者”，
王永林、李冬桂等20名志愿者为岳阳市
无偿献血“最美志愿者”，郭飞香、杨立时
等20名志愿者为岳阳市无偿献血“最美
组织者”，周保国、丰小玉、陶程3位献血
达人受到了特别表彰； 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巴陵分公司、 湖南理工学院
数学学院等40家单位被评为岳阳市无
偿献血“最美公益团队”。

去年来， 岳阳市无偿献血献髓工作
取得突破，全市医疗临床用血100%来自
无偿献血， 去年全市无偿献血总量突破
16吨；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累计达到167
例， 并完成中华骨髓总库下达的年度
3000人份造血干细胞分型任务。该市连
续7次被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无偿
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一直走在全
国地市级先进行列。

18年无偿献血
10万余毫升

———“献血达人”肖小兵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胡蓉

今年48岁的肖小兵是桂阳县鹿峰街道
十字街社区网格员，18年来累计无偿献血
10万多毫升，被街坊邻居称为“献血达人”。

世界献血者日前夕， 记者来到桂阳
县采访这位“献血达人”。

肖小兵第一次无偿献血是在2000
年。那一年，单位组织大家前往郴州市中
心血站献血。第一次献血，肖小兵心里有
点紧张。

医生开导他，对一个正常成人来说，
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 而且有益
健康。更重要的是，几百毫升血就可挽救
一条生命。

医生的话让肖小兵很受触动，自此，
他开始了献血之路。一献就是18年。

“每次接到血站告急电话，他都是满
口答应。” 妻子侯永玉有时埋怨肖小兵，

“你就不能拒绝一次？”
肖小兵坚定地说：“不行， 我这是去

救命呢！”
2003年6月， 肖小兵获得郴州市政

府无偿献血铜奖。那一天，他刚带着荣誉
证书、奖杯回到家里，还没跟家人分享内
心的喜悦，就接到市中心血站告急电话。
因为突发事故，血库血浆不够，希望他过
来献血，肖小兵二话不说打车赶往血站。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地震，一时
血液需求剧增。那时，肖小兵远在江西出
差，接到市中心血站电话后，他连夜坐火
车赶回郴州献血，还捐了2000元钱。

郴州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介绍，每
逢节假日， 肖小兵都会参加无偿献血活
动。今年3月8日，肖小兵献血400毫升；5
月1日，又献血400毫升。

在肖小兵的感召下，同事、邻居、亲
朋好友纷纷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来。
邻居欧阳帮跃及其妻子、孩子，都是在他
的感召下参与献血的。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何柳月

“艾草、皂角熬水洗澡预防风湿和关节炎，钩藤、牛尾
菊煮茶清热降火，松筋草、吊马墩泡酒舒筋活血……”6月
14日上午，蓝山县塔峰镇药草街叫卖声、笑声、讨价还价
声不断，71岁的钟玉龙的药草铺每年端午前后都要卖出
上万斤药草，今年同样销售看好。

端午前后，各种药草进入成熟期，药性发挥最好。蓝山
当地家家户户都爱赶药草集市， 采购新鲜药草煮凉茶、泡
药酒、炖药食、洗药浴，祛除邪气、强身健体，空气中也弥漫
着药草的芳香。

“蓝山药草多，种类全，污染少，品质高。”钟玉龙9岁跟
着父亲遍识百草，18岁开始独自上山采药，与药草打交道
62年，对蓝山药草“情有独钟”。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
候，周边县市和广东省等地百余药商都会聚集蓝山，大量
采购端午药草。

钟玉龙的药草铺每年销售收入有30多万元， 带动上
百名乡亲采集野生药草增收， 同时也带活了塔峰镇药草
市场。“野生药草虽好，但并非取之不尽。”为了保护药草自
然生长环境和植被多样性，近年来，钟玉龙发动周边群众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人工种植药草2000多亩，目
前已到了成熟采摘期。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夏志明

他7岁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
但通过艰苦打拼成功创业，累计缴税数
百万元；他热心公益，总是慷慨解囊。6
月上旬，记者慕名前往浏阳市沙市镇秧
田村，采访了这位把自家生产的家纺小
毛巾销出国门的残疾农民企业家。

秧田村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万绿丛
中。这里一处占地近1000平方米的农家
大院，门前悬挂的“浏阳市秧田毛巾厂”
招牌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当地残疾人
罗建购的家庭纺织厂。

年过花甲的罗建购， 看上去很年
轻，脸庞红润，双眼炯炯有神，摆弄织布
机的双手非常敏捷，接受采访时也很健
谈。如果不是走路，很难发现他竟是一
位患有严重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

秧田村土生土长的罗建购，因身体
原因，加上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就回
乡务农。

办工厂、开商店、搞农技培训……罗建
购折腾过很多事，最终，根据父母的建议，

他主动找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罗际洲学医。
由于刻苦学习， 加上名师指教，他

的医术迅速提高，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
赤脚医生，经他治愈的病人众多。

罗建购是个有想法的人。 上世纪
末，他看到村里经济底子薄，村民们生
财无道，便毅然弃医办厂。

办厂初期，罗建购跑广州、深圳不
下20次。最终，他从外贸部门拿到了一
个生产“小毛巾”的外销项目。

项目到手，罗建购喜出望外。而员
工们却普遍没信心：“家庭小作坊，生产
外销产品谈何容易？”

“高档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靠的是技
术含量与产品质量；日用品要走出国门，
关键是质量与诚信。”这是罗建购的主见。

罗建购凭着这种自信，把功夫始终
下在质量上。外商要求原材料全部用棉
纱，他不折不扣；外商要求定期交货，他
总是提前一周把货发到海关。

他们生产的小毛巾产品主要销往日
本。头两年，产品经历了非常严苛的质量
检测与抽查，合格率全部保持在100%，且

从没有任何延迟发货的记录。
罗建购赢得了外商的信任。从2013

年起，他的产品获得免检出口权。
几年下来，罗建购把这款家纺小毛

巾做成了大事业。去年，总产值过千万
元，今年来势明显好于去年。厂子每年
纳税在30万元以上，并为村里长年提供
就业岗位40多个。

“像我这种身体，能混出点名堂来，
没有乡亲们的支持，连做梦都不敢想。”
罗建购把“感恩”二字铭刻在心。

自从办厂有了余钱剩米后，他把许多
收益用在村里的公益事业上。据村里负责
人介绍，这些年来，罗建购为村里修路架
桥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共捐资近100万
元。此外，他还带头从外面募集资金近千
万元，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村里的捞刀河大桥、 龙舟码头、桥
头公园、博士文化墙、老龙井及附近的
10多条道路，都有他的捐赠。

凭着身残志坚、 顽强打拼与无私奉
献精神，罗建购先后获得浏阳市“雷锋式
企业家”“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王姣

6月13日一大早，记者来到慈利县苗
市镇茶林河村， 大小山头遍布丑柑树，丑
柑果子压弯了枝头。“这些丑果子就是金
果果，乡亲们发家致富就靠它！”茶林河村
党支部书记徐晓龙的话里满是自豪。

2014年，茶林河村还是有名的落后村，
人均纯收入只有2000元，村民几乎全部以
栽种无核蜜橘为生。然而，随着橘树日渐老
化，果实的口感越来越差，销路愈发艰难。
橘农们大多亏多赚少，积极性越来越低。

2014年，村里的能人徐晓龙当选村
党支部书记。他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瞄
准柑橘树。“村里有种柑橘的传统， 要是
换成别的产业，村民肯定不接受。”他到
外地一番考察，发现四川蒲江县有一种
优质柑橘叫丑柑，果实大，味道好，反季

节生长。村里从气候到土质，都适合丑柑
生长，他决定对村里柑橘树进行改良。

然而，当徐晓龙把喜讯带到村里时，
却被泼了冷水：开了3次会，村民们都不
认可，有的认为异地繁殖难，很难成活；
有的甚至说是转基因物种，不能引进。

为了打消村民的疑虑，徐晓龙把村里
无人经营的80亩柑橘承包下来作试验田。
2015年，改良后的柑橘树开始挂果，成熟
后摘下来品尝，又香又甜，口感极佳。

“以前一担柑橘也就二三十元，还难
得卖出去。现在，一担800元一口价，抢着
要。”2017年，仅80亩的试验田，收入便高
达200多万元，平均每亩达2万多元。

有了徐晓龙的“带头示范”，村民们
开始动心，村支两委“乘胜追击”：召开村
民大会，给大伙儿讲技术、讲前景、算收
入，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种植队伍。3年

下来， 村里丑柑种植面积达1172亩，丑
柑产业初具规模。

有了规模，还要规范。村里先后成立
茶林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丑柑种植专
业技术协会和2个专业合作社，形成“公
司+协会+村集体+专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更多村民致富。
目前， 茶林河村2个专业合作社覆盖全
镇优质水果种植面积达4200多亩，协会
会员达1100多户3480人， 带动周边367
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100人发展产业，
其中252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如今，茶林河村的丑柑已成为“硒有慈
利”品牌的王牌产品，在北京、上海、广州、
青岛等城市都是抢手货， 茶林河村及周边
村民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去年，村集体总
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逾1万
元，村集体固定资产达1200多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徐音

“今天我过得很开心， 觉得自己特别幸福。”6月14
日， 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体院路社区五保户苏奶奶，
一边从世界举重冠军杨帆手中接过粽子， 一边激动地
说。

“能有这样的平台和机会，我感到很荣幸。”30岁出头
的杨帆，曾是男子62公斤级举重世界冠军，2014年因伤退
役后，在省举重队从事教练工作，是目前中国举重队最年
轻的教练。今年5月，他与近50名世界冠军、200余名亚洲
和全国冠军一起， 加入体院路社区阳光运动驿站冠军志
愿者工作室，成为一名志愿者。

体院路社区群工站站长杨勇介绍，一直以来，社区活
跃着一大批热爱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今年，社区将阳光运
动驿站冠军志愿者工作室作为主要创建品牌， 通过冠军
志愿者工作室传递冠军精神，传递榜样的正能量，将每一
项服务深入到社区居民生活中。

当天，体院路社区困难户、孤寡老人、党员志愿者约
40名居民一起聊心事、话家常，共叙端午情。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李泰卢 叶剑楠） 农村建房缺乏统
一规划，往往出现“只有新房、没有新村”
现象。 记者今天在长沙市望城区苏蓼垸
发现，受益于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这
个难题正在被破解。

宅基地所有权属村组集体， 使用权
一直被限制在村组内部“流动”。因各地
条件不同，宅基地供需矛盾时有发生，有
的地方农民建房不得不侵占耕地， 有的
地方宅基地资源却白白闲置。 茶亭镇苏
蓼垸内3个行政村，苏蓼村、大龙村“人多
地少”，东城社区则“人少地多”。

覆盖望城区绝大多数国土的长沙现
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在苏蓼垸
内大胆创新，探索“带地入建”模式，拿承

包地经营权流转收益与宅基地使用权互
换， 让宅基地资源打破壁垒实现跨村配
置。

试验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志军介
绍：引导3村村民加入土地合作社，将承
包地长期流转；对有新开户建房、迁址建
房等需求的村民进行资格审核， 保障其
在本村组的宅基地资格权； 审核通过的
可申请成为“带地入建”户，按自愿有偿、
权益互换原则， 通过原所在村土地合作
社，将自家承包地经营权流转收益，付给
新房拟建所在村， 从而在该村获得宅基
地使用权。

经反复论证和意愿摸底， 试验区管
委会将东城社区尤布冲组和新湾组的一
片300.3亩荒地，并入东城静旺土地合作

社，并将其调规，供3村190户“带地入建”
户集中建房，统一规划建新村，由政府部
门统一配套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等公共
服务设施。

据测算，综合考虑建房、庭院、道路
等需求，“带地入建” 户平均每户要用地
1.32亩。从苏蓼村迁址到东城社区建房的
姚新田，每年通过苏蓼博泰土地合作社，
从自家2亩多承包地中拿出1.32亩的流转
收益，付给静旺土地合作社。支付期限暂
定30年，30年之后根据国家土地承包政
策再行调整。

出于多种考虑一直想搬迁的姚新
田夙愿得偿，原处苏蓼村的旧房将按规
定拆除，宅基地将复垦。记者看到，她和
另外10多户首批尝试者建在东城社区

黄龙河畔的新房，每户独栋小院主体刚刚
竣工，规划设计合理，大气美观宜居。

尤布冲组村民肖人龙做梦也想不
到， 自家10来亩荒地几十年来“一文不
值”，如今入社后供别人建房，每年可获
得约3000元收入。 姚新田等人动工建房
之前， 静旺土地合作社将现金送到了肖
人龙家。

前不久，农业农村部产业政策与法规
司相关负责人专门批示，对“带地入建”模
式高度赞赏，并考虑将其在全国推介。

望城探索宅基地资源跨村配置
“带地入建”破解“只有新房、没有新村”难题

老百姓的故事 家纺小毛巾 免检出国门
———残疾人罗建购的创业故事

乡村振兴纪实 丑果子 美乡村

世界冠军送粽子
爹爹娭毑乐开怀

端午近 药草香

垃圾“吃”进去 肥料“吐”出来
我省首个果蔬垃圾

专业处理站投入运行

6月14日上午，长沙市园林生态园，小朋友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表演皮影戏。当天，长沙市开福区文明办
和区教育局第三幼儿园举行“我们的节日端午”民俗文化艺术节活动，让孩子和市民一起体验民俗，品味传统文
化。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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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4日讯（欧阳倩）一间80平方米的处理
站，一台20平方米左右的“大家伙”：缓缓把果蔬垃圾“吃”
进去，经过分拣、压缩、分解等“消化”步骤，最后，吐出来的
是生物有机肥料。今天，我省首个果蔬垃圾专业处理站在
长沙市芙蓉区正式运行使用。

长沙市共有农贸市场301家，每天大约生产千余吨果
蔬垃圾。虽然在生活垃圾总量中占比较小，但全年累计下
来，数量不可小觑。以前这些果蔬垃圾一般和其他生活垃
圾一道，直接填埋处理，果蔬中的水分、有机物质并未得
到充分利用。

在专业处理站，果蔬垃圾通过传送带进入发酵间，进
行高温养菌发酵，24小时后就变成了有机肥料。1吨果蔬
垃圾能产生100公斤左右的肥料。 这些肥料将送往望城
区、湘阴县等地用于园林培植。除了让果蔬垃圾资源化，
垃圾处理费用也相应减少，每吨果蔬垃圾将节省至少100
元的垃圾处理、运输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