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姜
鸿丽 通讯员 皮柏枝 钟文 ) 记者
近日从常德市纪委了解到，汉寿县
丰家铺镇原顺里村党支部书记周
松文、村秘书周太平以他人名义骗
取国家危房改造资金，分别受到党
内警告、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这是
常德市纪委在扶贫领域纪检监察
信访举报专项办理行动中，处理的

一个案例。
今年来，常德市纪委深入开展扶

贫领域纪检监察信访举报专项办理
行动，持续加大督办、交办力度，重点
督查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情况、扶贫工
作作风问题、“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
及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等。目前，已受
理扶贫领域信访举报411件， 办结
225件，立案93人。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徐
典波 通讯员 刘开程 杨剑）今天，岳
阳市屈原管理区人民法院召开执行
案款兑现大会，集中兑付637万余元
给20名申请执行人。 岳阳市正联成
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领到130万元
现金后说：“多亏法院强力执行，7年
的追债艰辛之路终于走完。”

2016年以来，屈原管理区人民
法院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行动，
决定并执行司法拘留23人次，查封、
扣押、冻结、划拨财产、拍卖、变卖财
产1247余次， 协助外地法院执行
114余次。目前，该院案件执结率超
93%，执结标的到位率超81%，在岳
阳市排名首位。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川

6月15日上午， 郴州市苏仙区
坳上镇坳上古村村民李启香的电话
响个不停。“全是订购乌米粽的电
话，还有微信、网店下单，这两天就
收到了180多个订单， 卖了2000多
个粽子。”李启香笑着说，古村乌米
粽名气传开后， 慕名食粽的人越来
越多。

在坳上古村，每逢端午节包乌米
粽、 吃乌米粽的习俗已流传近200
年。 村民将山上野生的乌饭树叶、择
子柴叶、 枫香树嫩叶等10多种可食
用的树叶洗净捣碎，挤汁过滤，将糯
米浸泡在汁水中，糯米就染成了乌黑
色。用清水洗净，像包普通粽子一样，
里面放上花生、叉烧、咸蛋黄等馅，美
味乌米粽就做好了。

福建游客秦河伟已是连续第3
年订购乌米粽。“去年买了200个给
亲戚朋友尝鲜， 今年订了1000个，
除送亲戚朋友，还准备送给客户品
尝。”秦河伟告诉记者，乌米粽颜色
特别，不仅有健胃消食、祛风除湿、

清凉解毒的功效，背后的孝道故事
更加感人。

据传， 古代村里有一个大孝子，
母亲交不起苛捐杂税，被官府关进大
牢。为了不让母亲饿死，他省下自己
的口粮，每天给母亲送饭，但中途常
被狱卒吃了。

于是， 这个孝子想出一个办法：
上山采一些乌饭树叶，捣碎同糯米一
起做成乌黑色的饭团， 送给母亲吃。
狱卒一看黑乎乎的， 还混有一些树
叶，连猪食也不如，就给他母亲吃。他
母亲吃后不仅身体健康，且狱中蚊子
都不叮她。 后人为纪念这个孝子，烧
乌饭的习俗流传至今。 再到后来，村
民将“乌米饭”发展为乌米粽。

近两年来，坳上古村乌米粽的名
气越来越大，乌米粽10元一个，供不
应求。村里像李启香一样专业做乌米
粽生意的有近10家， 大家借助古村
旅游及名气， 开发出八宝乌米粽、红
枣乌米粽、 蛋黄乌米粽等20多个品
种，今年推出精美礼盒装，乌米粽不
仅走出郴州，还走出国门，销售到非
洲。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雷鸿涛 李夏涛
刘辉霞 ）6月15日，2018清江湖·洪江市夏季
乡村旅游节暨托口杨梅节，在洪江市托口镇
清江湖广场举行。“双节”活动为期1天，融生
态观光、采摘体验、乡村旅游、杨梅促销于一
体。

当天，托口镇杨梅荟萃，一箱箱、一篮篮
新鲜红艳的杨梅摆满展销一条街。 托口镇阳

荆村梅农杨德亮种了30多亩杨梅。 他乐呵呵
地说：“自从政府把公路拓宽， 我们运输杨梅
更方便。现在政府每年举办杨梅节，促进杨梅
销售，我们种杨梅劲头更足。”

托口杨梅具有颗粒大、 糖分高、 水分
足、味道美、色泽艳等特点。袁隆平院士曾
为其题名：“托口杨梅，梅中精品。”目前托
口镇杨梅种植面积达1.5万亩，年产值1.5亿

元。 杨梅成为托口农民脱贫奔小康的致富
之果。

节会期间，开幕式文艺表演、托口杨梅展
销会、杨梅采摘游园体验、农副产品推介会、
三里海上侗寨百家宴、 篝火晚会等内容精彩
纷呈。当天，托口杨梅也得到快乐购、京东商
城等众多电商的青睐。 通过“电商+冷链物
流”，托口杨梅保鲜畅销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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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张颐佳）“我
是来申请改造的。”这两天，长沙市开福区西
园北里社区门庭若市，群众觉得赶上了好政
策，纷纷来递交申请表。近日，开福区率先在
长沙启动了“老城区有机更新”实施方案。计
划投入资金约11亿元， 用3年的时间对西园
北里、吉祥巷、潮宗街、望麓园和文昌阁5大
老城片区进行有机改造， 将惠及居民8万余
人。

清朝中期至民国时期， 开福区老城区
曾是湖南省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存量
82处不可移动文物，如何在保存好历史文
脉的同时，又提高居住群众的生活质量。开
福区安排专业团队从用地权属、 人口、道
路、环境、设施等七大要素进行全面调查。
以居民最强烈的意愿为出发点， 将从房屋
漏水、渗水维修、改厨改（增）厕、水电气入
户、室内简装等多个方面惠及群众。

对普通家庭， 政府按1∶1比例补助，
补助上限不超过200元/平方米（合法建筑
面积）；对低保户、低收入家庭全额补助，上
限不超过400元/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

第一期有650户名额，已有560余户递交了
改造意愿，面积约34600平方米，将在今年
底实施完成。

开福区委负责人认为， 以往摧枯拉朽
式的改造是不适合旧城的， 探索城市发展
的新理念、新思路是新时代的新命题。开福
区按照生活宜居性、历史的原真性、文化的
地域性、风貌的完整性为“四原则”，将通过
3年的实践，彻底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打造
鲜明特色的历史步道和街巷，让“老屋”焕
发“新居”的勃勃生机。

西园北里33号的胡清明第一个递交
改造申请，施工队正对他建于50年前的老
屋进行改造。“新墙面、新电线、新水路、新
厨房，再也不担心‘屋外大雨屋内小雨’了，
我做梦都是笑的。”他说。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满长水 蒋杰）近日，在怀化市鹤城
区坨院街道犁头园村小学，3年级学生在开
心地排练节目《小尾巴》。两年前，大学音乐
专业毕业的特岗教师米丽华来到学校任
教，让这里的孩子也有了音乐课。

为了不让农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鹤
城区加大农村教育“人”“财”投入，确保
教育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 整体提高农
村学校办学条件和水平。 该区实施农村
师资提升计划， 近3年通过特岗计划、定
向委培、对口支教等，共向农村学校派出
教师320人次。同时，建立支教轮岗机制，
3年来城乡轮岗交流教师共217人次。“我
们学校9个教师中， 有3个是年轻的特岗
教师，很受孩子们欢迎。”犁头园村小学
校长李述和说。为了让教师安心工作，该
区给农村教师修建拎包入住公租房283
套， 并发放武陵山片区特殊人才津贴与

乡村教师工资补助。2012年，该区农村教
师中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仅占3成，如今这
一比例已超8成。

为帮助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鹤城区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六个一”工程，
结对帮扶2700余名家庭贫困学生。怀化四
中的许维老师对黄金坳完小学生菲菲进行
结对帮扶。许维说：“在结对帮扶中，我们和
农村孩子交朋友，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努力
学习，实现自己的梦想。”

鹤城区还投入7000余万元， 实施了
农村学校改造工程和农村校车保障工
程。共维修改造村小、教学点23个，确保
每所村小有教室、 有图书、 有运动场、有
文体器材、有多功能室、有食堂、有教师
周转房。该区通过加大“人”“财”投入，推
进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全区农村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升， 村小学生回流
趋势明显。

3年投资约11亿元，惠及8万余名群众

有机更新街区靓
开福区

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结对帮扶2700余名家庭贫困学生

加大投入村校旺
鹤城区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李君）近日，在双峰县城乡的大街
小巷、田间地头，出现了一队队身穿制服、
装备统一的“一村一治安队”。他们巡逻防
控、救灾抢险、调处纠纷……被当地群众誉
为“家门口的平安守护者”。

“要不是村治安队及时组织帮我灭
火，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永丰镇璜璧塘
村东南神箭压板厂锅炉烤房当值人回想
起4月30日的火灾时， 依旧心有余悸。当
天晚上9时许，村民发现该企业锅炉烤房
出现火光， 第一时间电话告知村治安队
队长周少岳， 周少岳及时组织村治安队
队员灭火，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前不久，

石牛乡两个村村民因水田放水问题发生
争执，在两村治安队的调解下，将矛盾及
时化解。

“‘一村一治安队’建设工作开展以来，
双峰县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21%，涉
法涉诉上访量明显下降，无上访村（社区）
比例达42%， 重特大安全事故明显下降。”
双峰县公安局局长黄祥光介绍说。

据了解，今年以来，双峰县采取以公
安牵头、综治联动、科学谋划、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 搞好保障的原则， 全面推行
“一村一治安队”建设工作。截至目前，全
县已建成村级治安队486个， 完成率达
100%。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刘文
静）为破除公安民警查处涉外案（事）件的语言瓶颈，提
高公安涉外管理工作水平，近日，常德市公安局建立了
外语翻译人才库。经过严格审核，首批聘用外语翻译人
才24人，其中外籍人员5名。据了解，这次受聘者语种
涉及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越南语、泰语和俄语等，除
了协助警方办案，在常德市其他涉外活动中，这些翻译
人才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通讯员 黄欣 记者 李秉钧）近
日， 资兴市被全国普法办公室评为第四批“全国法治县
（市、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这是资兴继2010年、2015
年分别被评为首批和第三批“全国法治创建先进单位”后
的又一殊荣。 近年来， 资兴市全面推进一个法制宣传橱
窗、一个法律图书角等“五个一”法治文化建设工程，先后
有社区管理网格化、行业调解资兴模式、社区矫正中心规
范运作机制等，作为重要经验在全省进行推广。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
微）6月14日上午，永州市消防支队零陵区大队广大官
兵，为战友贾思雨1岁零7个月的女儿贾某某捐款1.2万
多元。贾思雨2009年入伍，现为零陵区消防大队驾驶
员。今年6月9日，贾思雨家人发现女儿身体异常，医生
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预计治疗费30万元。贾
思雨爱人无工作，家境困难。获知贾思雨女儿患病的消
息，零陵区消防大队立即组织捐款，并积极向上级党委
汇报，争取帮助。

6月15日，江华瑶族自治县在涔天河库区码头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工作人员向水库投
放鱼苗380万尾，促进库区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黎实 王小娟 摄影报道

6月15日，湘阴县金龙镇村民集中建房区，多栋住宅楼及1栋农贸市场主体已完工，部分村民已入住一期工程。该区占地面积52亩，可入住村民
347户。近年，该县积极推行规范村民集中建房工作，严控分散建房，不仅节约了大量的土地，还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易和平 摄影报道

集中建房 节约用地

洪江市举办托口杨梅节
红梅惹人醉 梅农笑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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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公安建立翻译人才库

资兴：法治创建再获全国先进

零陵区：消防官兵紧急捐款

380万尾鱼苗放流涔天河库区

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行动
屈原法院集中兑付637万余元

常德开展扶贫领域信访举报专项办理行动
已受理举报411件，立案93人

美味乌米粽 远近留香名

“一村一治安队”守护家家平安
双峰县已建成村级治安队48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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