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攻坚克难在一线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龙文泱）今天，
联合利国文交所向记者透露，将有一些名家的少
见之作亮相荣宝斋（桂林）2018年长沙春拍。如近
现代著名陶瓷艺术家汪野亭的《净墨山水》。

汪野亭 (1884—1942)，江西省乐平市人，
名平，字鉴，号平山、平生、老平、垂钓子，亦号传
芳居士、平山草堂主人，斋名平山草堂。清末，随
着国力的衰败，景德镇的皇家御窑厂衰落，一批
优秀的民间陶瓷艺术家异军突起，其中8位技艺
超群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称为“珠山八友”，汪野
亭便是其中之一。

汪野亭的山水画一直被后人仰重、仿效，影

响长达半个多世纪。其构图多用通景法，构思完
整，布局讲究。画面多是翠峰烟云、路转溪桥，景
点连接安排合理，通过对山水相连、云雾飘逸等
巧妙的连接处理，形成360度的完整构图。

在绘瓷技法上，汪野亭采用油料，以水粉敷
色，作品别具一格。他从艺30多年，从未离开过
景德镇，创作了许多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美作品，
受到了世界收藏家的青睐。

据联合利国文交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市面上流传的大多是汪野亭的瓷板画， 设色纸
本的山水画非常少见。

这幅《净墨山水》，笔法简练而苍劲，构图倾

于疏简，设色幽淡明润，意境清幽隽永、冷寂荒
寒，尽显汪氏水墨国画韵味，已从有法达无法之
境。创作者信笔而挥，直抒胸中意气；笔法灵动，
把青山绿水置于疏朗、简约的布局当中，既有简
洁之美，也有空灵之美。此外，画中诗词和书法的
安排也恰到好处。图中题诗“闲步小桥东，黄莺处
处逢，白云回望合，人在绿杨中”，无论诗词的内
容和书法的书体，均与画面和谐一致。

汪野亭《净墨山水》将亮相荣宝斋（桂林）长沙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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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张永强 张军

6月15日，龙山县中湾村的蔬菜大棚里，
村民们在忙农活，西瓜、辣椒等长势良好，充
满着生机和希望。回到村里“走亲戚”的贺代
贵，在大棚里和村民们聊菜价、拉家常，一如
他过去3年所做的那样。

这个蔬菜基地由宁乡市科鸿蔬菜专业合
作社创建，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带动近400户村民发展蔬菜产业， 为农民增
收100万元。贺代贵还记得，3年前，当这里还
是一片荒地的时候， 他动员群众发展蔬菜产
业， 有57户贫困户在自愿加入合作社协议书
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

“这手印从此就按在了我心上。这是群众
的信任，是龙山人民脱贫的期盼，我不能、更
不敢辜负。”

贺代贵就是长沙与中湾村的牵线人。
2015年初，时任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的贺代贵挂职龙山县委副书记， 负责长沙市
对口帮扶龙山县工作， 中湾村是他的扶贫联
系点。

3年间，中湾村迎来巨变。从水电路不通，
到水电路全入户； 破旧村部变成多功能村级
服务中心；漏风漏雨仅38名学生的村小，扩建
为二层教学楼带塑胶跑道、 有近百名学生的
新学校；200多栋特色民居改造，形成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中湾村的脱贫发展倾注了贺代贵的心
血，但他在龙山的工作却不仅于此，他胸中还

有更大的一盘棋。从1994年至今，贺代贵是
长沙对口援助龙山的第10任帮扶干部。他
说：“20多年，每一任挂职干部在当时的时代
背景下，都尽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接力棒
传到我手上，我该做什么？”

带着这样的责任或者说是一种期许，贺
代贵一头扎进大山，开始走访调研。用了3个
月，他跑遍了全县21个乡镇200多个村，然后
闭关3天3夜精心写作，终于形成了一份17页
的调研报告。

这份调研报告提出，新时代背景下，急需
探索对口帮扶与精准扶贫的有机结合； 要在
以龙山县为主体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发挥长
沙市的对口帮扶作用， 帮助龙山人民加快脱
贫致富进程。 调研报告被递交给长沙市委主
要领导。

在长沙市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下，2017
年1月，长沙市委1号文件《长沙市对口帮扶龙
山 县 精 准 脱 贫 攻 坚 专 项 行 动 计 划
（2017-2020年）》出台。

“这可以说是一份‘纲领性文件’，促使长
沙市对龙山县的帮扶实现了大格局、大投入、
大转变和大效益。”龙山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评
价。

以贺代贵调研报告中的建议为基础内容，
长沙市对口帮扶龙山县迎来跨越式升级。由长
沙市9个县（市、区）和湖南湘江新区等19个单
位，对口帮扶龙山县17个贫困乡镇和51个贫困
村。各单位对每个乡镇每年投入帮扶资金不低
于1000万元，4年累计不低于4000万元。40名

帮扶队员，进驻龙山县各乡镇。通过发展产业帮
扶、民生改善等七大工程，构建起全方位、多层
次、多领域的对口帮扶格局。

仅2017年，长沙市共支持龙山县各乡镇和
村组建设220多个公共服务、产业支撑、基层设
施等方面的项目，总投资超过了2亿元。多家长
沙知名企业来龙山投资，成功签约9个项目。由
湖南友阿集团帮扶建设的龙山亿利购物广场
已正式营业，解决2200人就业，预计每年上缴
利税2000万元。 多家农业龙头企业走进龙山，
引进蓝莓、迷迭香等特色种植产业，带动贫困
户稳定增收脱贫。

这一任接力棒，在贺代贵手中跑出了加速
度，他却仍然不敢倦怠。3年间，他奔波在长沙
与龙山之间，奔走在龙山的村寨之间，仅车辆
行程就达14万公里。

2016年6月的里耶镇特大洪灾，他3天往返
长沙、里耶4次，2400多万元的对口帮扶资金和
社会各界爱心捐款、大量的救灾物资从长沙涌
向里耶。为推介龙山，他1个月往返8次，促成长
沙市电视台拍摄制作10期专题纪录片《大美龙
山》。经他联系发动，长沙爱心团体和个人先后
为龙山捐资助学200多万元， 惠及贫困学生
600多人。

3年扶贫， 在龙山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
早已在贺代贵心中种下了与龙山人民割舍不
断的情缘。如今已是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副书记的他，仍然挂念着这片他曾经奋斗过
的热土：“无论身在何处、身处何职，我都会关
注龙山，用我的方式继续帮助龙山。”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肖洋桂
通讯员 周亚玲

记者近日驱车从石门县城出发，一路
颠簸3个半小时， 抵达石门县壶瓶山镇青
山溪村。群山环绕的村子里，村部便民服
务中心前坪热闹非凡，40多名土家族村民
身着民族服装，在跳着欢快的广场舞。

队伍中，村民梅春玲跳得格外起劲。
村支书唐生林介绍， 梅春玲以前住在深
山，每天背着孩子到村教学点读书，单程
就要走1个多小时。去年底，她家易地搬
迁安置到村部附近，小孩上学不用送了。
村里还搞旅游扶贫开发， 她丈夫在家门
口打工赚钱，全家脱了贫，她也学着城里
人跳起广场舞。

走进村部便民服务中心，休闲小椅、
会客区、前台接待、餐厅一应俱全。“我们
把旅游接待与便民服务放在一起， 这个
月底，和峡谷越野、坛子溪旅游线路一道
开门迎客。”唐生林不无自豪地说。

青山溪村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村民
人均耕地不足1亩。 村里过去没有产业，
村民生活艰难。2016年， 党的扶贫春风
吹进山谷， 青山溪村成为常德市武陵区
委、区政府结对扶贫的4个村之一。唐生
林记得，当年3月19日，武陵区委领导徒
步7个多小时， 考察了青山溪峡谷风光
后，一锤定音：“开发深谷生态旅游，带动
其他产业发展，带领全村脱贫致富。”

两年多来，修路架桥、开挖隧道、易
地搬迁安置等基础性项目陆续上马，设
计、规划、引进社会资本……青山溪深谷
生态旅游开发扶贫项目一气呵成， 峡谷
越野、坛子溪、棺材峡、油榨河、黄连河5
条旅游线路呼之欲出。

清晨，青山溪村云雾缭绕，记者前往峡
谷实地探幽。绿荫如盖的山涧怪石嶙峋，人
只能手扶铁链， 踩着一块块两脚宽的方形
铁板铺成的栈道，小心翼翼侧身而过。栈道
下方水流湍急， 惊险万分。“这么险峻的地
方开发出来真不容易！”来自武陵区畜牧水
产局的驻村扶贫干部唐金明颇有感触地
说，“这里原是无人区， 记得第一次进山是
冬天， 我们带着砍刀开路， 用绳索牵引攀
爬。这些铁板栈道这两年才修建，全靠人背
进峡谷。”这条旅游线路，他和扶贫队员程
新华走过无数次，沟沟壑壑都装在心中。

青山溪已“走”出大山，独特的峡谷
风光引来不少游客， 村民从中尝到了甜
头。村民覃佐传放弃上海的工作，回乡当
起了导游，已陆续带了30多个团。村民
廖庆蓉种的白菜、辣椒，还有山里采的地
木耳、重阳菌，去年卖了3000多元。目前,
蜂蜜、野生猕猴桃、野生老茶、纯酿苞谷
烧等扶贫产业已初具规模。

去年，青山溪村实现脱贫摘帽，今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25万元以上， 村民
人均纯收入也将从原来4000多元增加
到近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何韬

端午节前夕， 记者走进衡南县泉溪
镇喇叭堰村， 看到广袤的紫色页岩山地
上，披上了绿装，生机勃勃。村民罗为香
正在地里锄草。

“这里种的是大雅柑。我帮忙料理这
些果树，赚点工钱。”罗为香对记者说。

以前，罗为香和丈夫靠种水稻为生，
年收入仅4000元左右。2015年， 她家被
定为贫困户。

在喇叭堰村，还有不少贫困户。如何
帮助他们尽快脱贫？这几年，村支书刘安
生一直苦苦思考这个问题。

“刘支书，我觉得这种水果很适合我
们村种植。”2015年，回村探亲的老板罗
国芬知道刘安生的心思后，专门找到他。

罗国芬推荐的水果叫大雅柑， 是西
南大学柑橘研究所科研人员经10多年
杂交选育而成，果大无核，甜味浓郁，当
时市场均价为每公斤16至20元。

“衡南的气候、土壤很适合大雅柑的
生长习性。大雅柑上市季节为12月，市场
前景可观。”罗国芬介绍。

罗国芬的话打动了刘安生， 他决定
在村里种植大雅柑。

2015年，罗国芬出资，并向政府申
请产业扶贫贷款， 组建衡南永富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村里近2000亩土
地，种植大雅柑以及沃柑、石榴等水果。
公司还以土地入股、扶贫资金入股、务工
等多种方式，吸纳贫困户参加。目前，全
村已种植大雅柑1000余亩。

“永富公司一成立，我和老公就把土
地流转给了公司，还到公司打工，年劳务
收入就有8万元左右。” 罗为香乐呵呵地
说。

在罗国芬带动下，全村60多户贫困
户通过流传土地、务工等实现脱贫。

“大雅柑3年后挂果，亩产可达3000公
斤；5年后盛产，亩产可达5000公斤左右。”
罗国芬满怀信心地说，“到那时，无论是公
司还是村里群众，日子都会好起来。”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记者19日从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获悉，端午节小长假期间，全省高
速公路通行总流量达654万台次、 同比上
升6.5%。 全省一般程序交通事故起数、死
亡人数、受伤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同比分
别下降76.8%、48.5%、78.9%、60.2%。

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出动警力38758人
次，保障群众假日出行平安畅通。根据公
安部统一部署，全省开展世界杯赛事期间
酒驾醉驾毒驾周末夜查统一行动，3天共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46118起， 其中查处酒
驾457起、醉驾45起、毒驾11起；查处无证
驾驶3874起，其他涉牌涉证类违法428起；

查处客车超员140起、疲劳驾驶71起、重点
车辆严重超速363起。 全力推进农村道路
交通秩序百日集中整治，3天共查处农村
道路交通违法19845起。

深化高速公路“一路多方”工作机
制，综合采取分时段“滴水式放行”“拉
链式通行”、借道通行、关闭沿线收费站
等应急管控措施， 全域调控路网流量。
高速交警、地方交警会同高速公路经营
管理单位在京港澳高速殷家坳、 李家
塘，沪昆高速梽木山，二广高速石门桥
等10个枢纽互通设置省级常备分流点，
确保节前出行、 节后返程9波次车流高
峰平稳度过。

贺代贵：接好接力棒 跑好这一程

湖南日报6月2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江钻）今天9时，沪昆高速邵阳境内范家山至
周旺铺段启动大修工程，开始北半幅（东往西方
向）封闭施工。这意味着，今天起，从长沙往邵阳
怀化方向的车主要绕行了。

上午，在大修路段起点范家山互通处，工作
人员用锥形筒将东往西方向入口进行了隔离，
橙色的施工提示牌十分醒目。 在邵阳西等交通
分流收费站前，也设置了分流提示牌。

今起至12月底， 范家山至周旺铺收费站共
44.8公里路段， 将进行为期6个月的封闭施工。
其中前3个月，东往西方向路面封闭施工，实施
交通管制；西往东方向可正常通行。

从湘东往湘西方向的车辆， 建议在进入邵
阳境内前就进行分流。即，可通过长韶娄高速转
娄怀高速，或在沪昆高速娄底互通转娄怀高速。

如果车主已行驶至范家山互通处， 则可在此
转衡邵高速、邵坪高速，再转娄怀高速往湘西方向。

需过境邵阳往隆回、洞口方向的车辆，需在
范家山互通转衡邵高速、二广高速，然后在邵阳
西收费站下高速后，走一段320国道，再从周旺
铺收费站上沪昆高速。

交通部门提醒，目前，范家山至周旺铺路段
的西往东方向可正常通行， 但预计车速会有所
受限，请车主通行时小心驾驶。

6月20日上午9时， 沪昆高速公路范家山互通入口北半幅路面， 工作人员正在设置分流设施。当
天，G60沪昆高速湘潭至邵阳段（范家山至周旺铺段）大修工程正式启动，北半幅（东往西方向）开始封
闭施工。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沪昆高速邵阳段东往西方向封闭施工
大修为期6个月， 建议湘东往湘西方向车辆提前选择娄怀高速分流

端午假期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4.6万余起

交通事故四项指标均大幅下降

精准扶贫在三湘
青山溪“走”出了大山

大雅柑带来大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