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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为了解我省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对
“乡村振兴”的所思所盼、意见建议，省统计
局民意调查中心近期在全省开展了“乡村
振兴”百村万户民意调查，对26个县（市）
104个乡镇 416个村的 832名村干部和
10400户农村居民进行入户面访。

调查中， 农村干群对当前乡村生活进
行了评价，就“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重点提
出自己的愿望， 并对我省如何进一步推进
这一战略提出建议。 7月2日，省统计局据此
发布了首篇民意调查报告。

96%乡村居民“点赞”生态环境
盼进一步改善基础服务设

施和居住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农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得到极大改善， 调查中， 超过
80%的农村居民对这两方面总体“满意”和

“比较满意”。
但具体到细项， 居民认为仍有可进一

步改善的空间。
在基础设施方面， 农村居民们最不满

意道路交通情况，高达46.3%的受访者认为
“道路不整齐、路况差、档次低”；超过40%
的受访者认为农田水利设施、 污水处理设
施需要改善；还有部分受访者表示，饮用水
设施、环保设施、网络设施、电力设施、燃气
设施等方面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在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方面， 约50%的
农村居民对公共照明设施表示不满意，垃
圾处理设施、 文化娱乐设施、 医疗卫生设
施、教育设施和购物设施等也遭到较多“吐
槽”。

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96%
的农村居民评价生活的生态环
境“好”和“比较好”，但认为农

村污染问题
要引起重视，
其 中 ，64.8%
的村民认为
存在“生活垃
圾 污 染 ”，
47.0%的村民

认为存在“农药污染”，27.4%的村民认为存
在“饮用水污染”，20.3%的村民认为存在
“土壤污染”，11.4%的村民认为存在“空气
污染”，10.8%的村民认为存在“工业污
染”。

调查结果显示， 我省乡村干群迫切希
望， 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服务设施和居住
环境。

农民心中“乡村振兴”重点
首要为产业兴旺
盼编制村级规划防止千村一面

在民意调查中， 100%的村干部、
98.9%的村民表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很有必要， 但对“乡村振兴” 的重点各持
己见。

“乡村振兴” 战略包含产业兴旺、 生
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5个方面。

受访村干部和村民认为重点首先是
“产业兴旺” （41.9%的村干部和34.9%的
村民选择）， 其次是“生活富裕” （20%
的村干部和34%的村民选择）， 再次是

“生态宜居” （19.1%的村干部和13.1%的
村民选择）。

强调“产业兴旺” 为乡村振兴重点的
乡村干群， 大部分建议全力发展农业 （大
农业） 以及农产品加工业， 希望政府帮助
建立打通市场的渠道， 解决农产品的销售
问题。

认为乡村振兴重点应该是“生活富
裕” 的乡村干群， 希望政府更多关注就
业、 保障收入、 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提高
农村医疗、 养老标准等。

选择“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重点的
乡村干群，建议主要是“提高农村道路等级

标准”，其次是“整理环境卫生，治理脏乱
差”，再次是“房前屋后绿化美化”“住宅建
设位置统一规划”“植树造林增加绿化”
等。

调查结果显示， 几乎所有的乡村干群
认为，要编制村级“乡村振兴”规划，确定村
级具体工作目标，针对乡村的不同特点，因
地制宜，详细规划基础设施配置、公共服务
设施、产业发展方向、环境卫生整治，建立
长效机制，做到既全面均衡发展，又各具地
方特色，防止千村一面。

92.3%的村干部 、71.2%的
村民“有信心”

盼调动村民积极性参与乡
村振兴战略，享受发展成果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我省农村居民对
当地政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是否有
信心？

92.3%的村干部、71.2%的村民表示
“有”；7.4%的村干部、 26.0%的村民表示
“有一些”。

调查发现， 我省农村广大基层干部和
群众对“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前景充满信
心， 同时不可避免内心存在一些忧虑： 谈
及“乡村振兴” 战略在我省实施的难点，
九成村干部和八成村民认为面临“资金不
足”； 超过六成村干部和近六成村民认为
可能“缺乏科技人才”； 还有相当一部分
干群提出， 目前农民大量外出务工、 农村
常住人口老龄化严重， 调动村民积极性难
度大且利益难平衡， 因此“怎样吸引农村
广大群众参与” 也是一大难题。 如果不能
有效破解这一难题， 最终必然出现政府
热、 干部急、 村民看的局面。

相对于乡村干部， 村民看待乡村振兴
战略更着眼于自身利益。 在调查中，34.0%
的村民担心“形式主义，农民得不到实惠”；
26.1%的村民担心“上级政策落实不到位”；
24.6%的村民担心“一阵风， 不能长期坚
持”；15.2%的村民担心“加重村民负担”。

调查结果显示，乡村干群普遍希望，我
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特别要注意调动村
民的积极性，凝聚各方力量参与，使村民成
为“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
也是成果享受者。

湖南“乡村振兴”
如何精准发力

———省统计局发布“乡村振兴”百村万户民意调查报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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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 � � � 【名片】
姚碧，女，1995年出生，长沙人，长沙北辰

洲际酒店员工。 3次服务国宴，是“湖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湖南省技术能手 ”“湖南青年
岗位能手”“湖南省巾帼建功标兵” 获得者，
被誉为酒店服务业“状元”。

� � � � 【故事】
6月9日至10日，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在青岛举行。 根据安排，9日举行的欢迎晚宴
需要120名服务员， 为与会的中外元首和嘉
宾提供餐饮服务。

长沙北辰洲际酒店接到任务，要求选送
10位服务员驰援青岛。 经过形象礼仪、技能
素养等方面的层层选拔，姚碧等10位姑娘入
选。

4月初，姚碧一行抵达青岛，开始了礼仪
形体、 基础摆台等360个细项的封闭式技能
训练。“站、坐、走、让、蹲、捡、笑，每一个动作
有着严格的标准，需要上百次的训练。 ”姚碧
说，因场馆多、任务重，每天工作时长高达14
小时，至少要走2万步。 同时，姑娘们还要克
服在北方海滨城市的不适。

“我们代表的不仅是酒店，更是中国服
务的风采。 ”姚碧告诉记者，无论多么辛苦，
大家的信念始终一致。

23岁的姚碧，其实是名“老将”。 2016年
杭州G20峰会和2017年厦门金砖国家峰会，
她已服务过2次国宴。 这次在青岛，姚碧不仅
参与欢迎晚宴服务、元首餐前酒会现场服务
指挥工作，更负责了学生的培训工作。

“现场指挥，不仅要求服务精准，还考验
随机应变；培训学生，压力和责任更大。 ”姚
碧说，在青岛近2个月，唯一休息的一天还要
写方案、流程和标准，虽然辛苦，自豪满满。

6月9日，欢迎晚宴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 45分钟9道菜品， 为了保证温度和口
感， 每道菜的上菜时间被精确控制在5分钟
左右。

姚碧作为宴会厅区域管理人员之一，需

要在无声服务中控制流程的顺畅。“眼里必须
有活。 ”她告诉记者，每位嘉宾的全套餐具有
40多件，每道菜配备不同的刀叉，主餐刀、鱼
刀、牛刀有没有更换到位，每个客人的每个眼
神代表的不同需求，自己需要第一时间补位、
到位。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姑娘们的每一
个步伐、转身、手势都整齐划一、精益求精。包
括传菜和服务在内的120名宴会服务人员，
从传菜口有序分列而出， 仿佛一簇又一簇的
小浪花，舒缓灵动地流动在宴会厅内，成功展
现了高标准、高规格的专业服务。

在许多人眼里， 服务员尤其是餐厅服务
员是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工作， 一些年轻人觉
得没有技术含量，不愿意干。“我并不觉得服
务员这个工作不起眼， 反而感觉越来越被尊
重。”姚碧反复跟记者强调，行行出状元，任何
一份工作只要做到极致，都有价值，都会得到
认可。

从学习酒店管理专业，到不断兼职实习，
再到进入北辰洲际酒店工作，短短几年时间，
姚碧已从一名餐厅服务员晋升到酒店管理团
队， 这让她更加坚定了职业理想，“还不够完
美， 下一个目标是朝着国宴现场服务的总指
挥奋斗。 ”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眼下已是夏至第三候， 一候鹿角解，二
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

半夏时光，正是南方的梅雨天，今年的
雨水却不像往年那么频密。 好不容易来了几
场雨，令高温中煎熬的人们心生欢喜。

杜英花开
城市被雨水清洗过，空气透亮，树叶浓

绿，夹竹桃与紫薇越发精神十足。 一片浓紫
艳粉中， 杜英的白色小花是一抹冷色调，花
小色淡，极不起眼，开满了长沙的林荫道。

南方用作行道树的常绿树里，香樟与杜
英最为寻常。 路边看到的绿树，树冠更浓冠

幅更大的是香樟，而杜英树形更小，树叶形
状更扁长。 香樟四五月间开花， 杜英花期在
六七月。

省林科院退休专家侯伯鑫介绍，杜英属
植物常用于园林绿化的， 主要有秃瓣杜英、
杜英、中华杜英、山杜英等，统称杜英。 在长
沙，最常见的是秃瓣杜英。

侯伯鑫称，杜英不耐寒，多生于南方诸
省， 是南方乡土树种中比较优秀的绿化树
种，常绿、速生、适应性强、病虫害少，且对二
氧化硫抗性较强。 秋冬季节， 杜英部分经霜
的树叶会转为红色， 然而并不全部变红，红
绿相间，色彩迷人。

眼下正值秃瓣杜英盛花时节，淡绿至白色
的总状花序生于绿叶之间，细小的花瓣像撕裂
的流苏，而花量极盛，每每在树身周边，厚厚地
撒落一地花瓣。 杜英花朵身轻体盈，落地无声，
连香气也怕打扰了人一样，几乎不可闻。

梅雨将尽
盛夏的雨携着丝丝凉意，贴着裸露的手

臂、小腿肌肤游入肌体，通体清明。
然而盛夏的高温已经打压不住，雨水一

过，高温就瞬间抖擞精神卷土重来。 今年的
梅雨季节似乎并没有特别冗长的雨水，正值
雨季的湖南，多地出现了干旱。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结果显示， 与常
年平均值相比， 今年长江中下游区和江淮
区梅雨入梅时间均较常年偏晚、 梅雨量偏
少。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周兵分
析， 梅雨偏晚、 偏少， 主要原因是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系统强度偏强， 面积偏大， 脊线
位置偏北、 西伸脊点位置偏西， 来自西太平
洋的暖湿气流向我国南方输送水汽进程受
阻， 南方降水偏少， 梅雨进程推迟。

一般来说，江南地区从芒种节气“入梅”，
小暑“出梅”。 本周即将进入小暑节气，梅雨
期进入尾声，待到小暑出梅，天地间就更是一
番热得火辣辣的景象了。

天气预报称， 这一周5日至7日湘西、湘
北还将有雨。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

李惟忠：广福桥的“总教练”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何国庆

【微档案】
李惟忠，男，1965年8月出生，从事农村义

务教育工作35年 ,一级教师 ,现为慈利县广福
桥镇中心完小专职体育教师。 他执教的小学
生男子篮球队多次名列慈利县前茅，被誉为
“广福桥传奇”。

【故事】
天气十分炎热，武陵山区进入了“蒸烤

模式”。 慈利县广福桥镇中心完小，亦笼罩在
明晃晃的太阳之下。 远处的山脉， 那一线黛
绿只能给人一种想象中的阴凉。

大热天有狠人。 李惟忠就是这样的一个
狠人。 6月27日，记者冒着酷热赶到慈利县广
福桥镇中心完小时，找到李惟忠是在滚烫的
水泥操坪上。 他穿着一身蓝色比赛服， 正带
着小学生男子篮球队和田径队在训练。 小孩
子都听调摆，没有一个偷懒的。

怪？ 不怪！ 谁让他是广福桥的“总教练”
呢。

李惟忠是广福桥镇中心完小的专职体
育教师。不光教体育课，还要管早操、课间操、
眼保健操“三操”。不光要带队参加比赛，还要
巡视在校生每天一个小时的锻炼。 不光要训
练孩子们的“身”，还要训练孩子们的“心”。体
育教师不仅专职，而且“归总”。

所以，在广福桥一带，“总教练”的名头很
响。 摆起成绩来，“总教练”的腰杆子硬。 广福
桥镇中心完小的小学生男子篮球队，在慈利
是一支劲旅。 田径、篮球，轮流举行，一年一
次。 2013年、2015年均获慈利县中小学生篮
球赛小学男子组第3名。 2017年获第5名。 别
淡看了这个“第3名”，它相当于乡镇小学第1
名。 李惟忠说：“除了城区两所学校， 我们广
福桥几乎没怕过谁。 ”

记者将李惟忠喊进屋里，谈了不到半个

小时，屋外头走进一个老人家。 他叫辛先辉，
15岁的外孙在这个学校读书。 外孙打篮球，
是“总教练”麾下的主力。辛先辉很健谈，自称
是“铁杆球迷”，全程参与过2015年的那次比
赛。“广福桥打篮球的氛围浓，家长们一听孩
子要进城参加比赛，兴冲冲的，像赶场一样往
县城里跑。 那年，我也陪外孙到了县城，鼓劲
加油。 学校奖给外孙一个篮球。 真想不到，也
奖了我一个，说我是优秀家长。 ”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 辛先辉的外孙竟然
是个留守儿童，5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
外公外婆家不管了，十几年都不管。 读书后，
李惟忠发现这孩子喜欢打篮球， 就手把手地
教他，鼓励他发狠。辛先辉感激地说：“真是搭
帮李老师费心。打球不光是锻炼身体，还有很
多好处呢。 我外孙球打得好，成绩也好，性格
也开朗。 ”

慈利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海平说：“留守儿
童参加体育活动，确实好处多多。体育代表一
所学校的精气神。体育课不是副科，实际上也
是一门主科。 ”

“老师是学生的标杆。 标杆立得多高，学
生的目光才能看得多远。 ”李惟忠言必行，行
必果。他多次自掏腰包，带着孩子们到慈利和
石门县城的学校， 观摩城里孩子的训练和比
赛，交流技艺。 家庭困难的小球员，他承包参
赛费用。家长不同意孩子参加篮球队，他三番
五次上门做工作，取得支持。

邓春林的儿子10岁跟着李惟忠学打篮
球，到县城读中学也是篮球队主力队员，现在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体育专业读大一。 邓春林
说：“在李老师手下基础打得好， 孩子有出息
了。 ”

广福桥镇中心完小校长谢永法笑着对记
者说：“李老师搞体育，搞出了名堂。广福桥认
识他的人，比我还多。 ”

“总教练”也笑了。

� � � � 6 月 27
日， 李惟忠组
织学校田径队
队 员 进 行 训
练。
湖南日报记者

何国庆 摄

姚碧：
国宴金牌服务员

� � � �姚碧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半夏时光，寻常杜英

� � � � 7月3日， 桑植县天平山， 老年大学师生进行书法教学交流。 近年来， 桑植县老年大学与龙山县老年大学
结为友好学校， 经常进行教研教学方面的交流， 共同探讨， 取长补短， 互相促进。 曾祥辉 彭爱 摄影报道教研交流

杜
英
花
︵
资
料
照
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