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边有个茶花村
———湘潭县茶恩寺镇茶花村蜕变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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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蒋睿
通讯员 李耀湘 陈艳

位于湘潭县东南边陲的茶恩寺镇茶
花村，交通闭塞、产业不兴，是省级贫困
村。 经过几年的努力和奋斗，该村面貌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成功摘除贫困村帽
子，所有的贫困户也全部脱贫。

“这两年，茶花村脱了贫摘了帽，村民
生活变富了， 一些陈规陋习也渐渐没有
了，现在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茶花村
村民侯敬祖说，村子的巨变与村支两委班
子的模范带头作用、产业发展模式的改变
密不可分。

7月中旬，记者来到茶花村，探寻村落
蜕变的秘密。

“老板”归乡致富忙
“侯支书是干过企业的大老板，不仅有

经济头脑，又有责任意识，在村民中颇有威
望。他的归来，村子脱贫致富就有希望！”茶
花村党总支副书记、村主任侯进来说。

“侯支书”名叫侯建荣，此前是一家建

筑公司的老板。 2017年村支两委换届前，
镇党委干部和侯进来找到他，希望他能回
家乡，当家乡人民脱贫致富的“领头羊”。

当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后，侯建荣就一
直想法子增加村集体收入。 在他看来，村
里有钱，扶贫才有力量。 从去年到今年，他
带领村民发展光伏发电产业，谋划建设茶
叶基地，把分散的乡亲串联起来，组建供
销惠农服务合作社……

不仅如此，在他的带领下，原来的几
条断头路被打通，村内主干道也进行了改
造，全村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改修供电线
路，购置多台变压器，茶花村的发展有了
源源不断的动力。

合作生产热情高
要改变茶花村的贫困面貌，关键是要

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 一开始，脱贫攻坚
行动就将产业发展作为突破口。

茶花村紧邻湘江，土壤肥沃很适合蔬
菜种植。 2015年，在外创业发展的青年王
彬回村创办了村里的首个合作社———子
曦蔬菜种植合作社。 经过几年的发展，子

曦蔬菜种植合作社已由当初承包的200多
亩发展到400多亩，入社农户30户，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户24户。

今年55岁的贫困户侯新海是最早一
批加入合作社的。 过去，侯新海全家靠种
田为生；入社的头一年，他种了3亩红菜薹
和1亩白菜，一季下来就有12000元现金入
账；第二年，他种了3亩冬瓜和一些时令蔬
菜，再加上夫妻两人在合作社务工，一年
收入在2万元以上。

王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4户贫困户
自家菜地卖菜收入在50万元左右，再加上
在基地务工的收入， 如今户均年收入在3
万元左右。

王彬领办合作社的成功，大大提升了
茶花人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信心。 侯海
泉和侯谷平两人都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6年两人各自领办合作社，由
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 作为合
作社的带头人，侯海泉去年种了8亩
白薯、15亩湘莲和20多亩水稻，还办
了一个小型大米加工厂， 收入在10
万元以上。在他的带动下，加入合作

社的12户贫困户都通过发展种植业脱了
贫。

移风易俗树新风
红白喜事不大操大办，谁家有什么大

喜事，邻里之间主动义务帮忙。 在茶花村，
这已成为一种常态。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茶花村这一良好
风气的形成，与80多岁的老党员、老支书
黄良知密不可分。 黄良知历来倡导勤俭节
约，主张红白喜事一切从简，不搞铺张浪
费。 从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2004年起，
这种风气一直保持到现在。

目前， 茶花村正在筹备红白理事会，
制定村规民约，倡导移风易俗，进一步简
化红白喜事，减轻群众负担。

桃源超级早稻
亩产干谷569.1公斤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通讯员 李明 记者 鲁融冰）

日前， 桃源县“三一工程” 双季超级杂交稻核心示范
区进行了测产验收。 省农委、 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
研究所、 湖南农大、 省农科院等单位专家随机抽取5
块早稻田， 得出加权平均干谷亩产569.1公斤， 达南
方稻区最好水平。

“三一工程” 是袁隆平院士提出的一个新的生产
目标， 即研究并推广以超级杂交稻为主的粮食周年高
产模式与配套栽培技术， 达到周年亩产1200公斤，
实现“三分田养活一个人” 的产量目标。 去年经省政
府批准立项， 今年开始实施。

桃源县“三一工程” 示范区位于陬市镇福德山
村， 总面积500亩， 示范品种为“株两优39”， 今年3
月20日播种、 4月16日移栽、 6月8日始穗。 另外， 在
青林回维乡三岗村、 漆河镇石板坪村， 还建了600亩
示范基地， 共带动周边群众种植超级早稻5万多亩。

桃源县是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县， 全县水稻年播
种面积220万亩， 其中早稻60万亩以上。

长沙1500万元
助贫困学子上大学
每人最高可获5000元资助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金慧 何晓雅） 从7月18日
起， 长沙市2018年度特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助学工作
将拉开帷幕， 今年考上一、 二、 三本和高职院校的长
沙特困家庭大学生每人可获得3000到5000元的资助，
资助总额将达1500万元。

据了解， 长沙特困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助学项目已
连续实施14年， 共发放助学金1亿元， 资助贫困大学
生38000多名， 帮助他们圆大学梦。 同时， 该项目还
荣获了第二届“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 和第三届湖南
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 奖。

株洲县
“智慧渌口”平台上线

惠及35.1万名群众和2100家
企事业单位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王婷
熊军） 政务服务掌上查询、 掌上申请、 掌上办理、 网
格员上门为居民提供代办服务……这是记者今天在株
洲县体验到的“智慧渌口” 项目一期平台的服务。 工
作人员介绍， “智慧渌口” 目前已有110项行政审批
和公共服务事项可以在株洲县政务服务网站进行申请
和办理。 通过下载“智慧渌口” 手机APP， 群众足不
出户便可办理相关业务， 惠及全县35.1万名群众和
2100家企事业单位。

“智慧渌口” 项目一期16日在株洲县正式上线，
该平台开发建设有城市管理信息和公共服务信息两大
平台， 数据运营、 网络安全和网络融合三大中心， 智
慧党建、 “互联网+政务服务”、 网格化管理、 OA协
同办公系统和应急联动处置五大应用平台， 是一个综
合性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株洲县对全县涉及40个单位的924项行政审批事
项和公共服务事项进行重新梳理和流程优化。 截至目
前， 已梳理“最多跑一次” 事项614项， 通过设立综
合窗口和智能化移动网络平台， 实现了政务服务系统
自动流转、 后台高效处理、 部门联动办结、 流程全程
监控， 行政审批提速50%以上。

此外， “智慧渌口” 还编织出了一张“大网格”，
采集全县的“大数据”。 目前， 网格员已采集录入人
口数据9.5万户、 30.9万人， 房屋7.52万栋， 企事业单
位2100家。 将公安、 卫计、 人社、 民政等部门数据
资源与“智慧渌口” 信息中心整合共享， 可统筹部门
资源， 合理配置民生服务， 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小网格 大民生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封颖

7月17日， 天气炎热， 家住长沙市天
心区城南路街道天心阁社区的伍鸿仪奶奶
却感觉舒心， 因为困扰她有一阵的退休资
格认证的问题解决了， 喜得她感慨说：

“网格化管理就是好， 群众的难事能第一
时间知晓、 解决。”

伍鸿仪今年80岁， 因为腿脚不便出
行比较困难， 加上儿女不常在身边， 又不
会使用智能手机， 今年的退休资格认证让
老人直犯愁。 为了确保老人养老金能够正
常发放， 社区网格员上门帮助老人进行认
证， 化解了难题。

今年以来， 按照天心区党建引领社会
治理创新的工作要求， 城南路街道结合体
制改革和网格化管理服务实际， 以问题为
导向、 以群众需求为服务目标， 完善了平
面、 立体、 虚拟三大网格体系。 一网多级
的平面网格， 则划分街道、 社区、 片区三
级网格， 实行街道大工委制领导下的网格
化共建模式， 同时将全街道划分为22个平
面网格， 明确一名社区工作人员为网格
员， 整合辖区单位、 非公企业等资源， 党
员、 志愿者、 职能部门责任人等力量， 完
善巡查、 发现、 反馈、 处置的闭环系统，
让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 在第一时间
处置。 街道还搭建了一网多岗的移动、 错
时、 监督的立体网格， 线上办理、 动态评
估的虚拟网格， 让网格在点、 线、 面上有
效延伸， 做到“管理区域全覆盖、 工作时
间全时段、 服务内容全方位”。

在三大网格体系管理下， 哪家孩子即
将出生、 哪位居民需要办证、 哪栋楼宇物
业闲置等， 都可以第一时间被网格员知
晓， 并根据掌握的情况主动服务， 相关手
续在“网格” 内办理， 相关问题在“网
格” 内处理， 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

“今年， 我们还以有事好商量为平
台， 聚力议事汇， 通过居民议事、 民主决
策， 形成‘党建引领、 多元参与、 协商自
治’ 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城南路街
道工委书记徐伟介绍。

通讯员 向民贵 邹红珍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嗡嗡嗡……张明熟练地从蜂箱取出
一屉蜂蜜， 用刮刀切下几小块递给现场
观众，接着把这屉蜂蜜放到分离机里，现
场的小朋友竞相摇动分离机， 现场洋溢
着蜜的甜香……7月12日，泸溪县浦市镇
岩门溪村张家蜂蜜园一场独具特色的
“采蜜节”热闹非凡。

张明，是远近闻名的“蜂王”。他通过
养蜂发家致了富， 经常上门为乡邻义务
传授科学“养蜂经”。一提起张明，乡亲们
都竖起了大拇指。

2013年，在外打工的张明，由于父亲
的一场重病让他毅然回乡。

拿着积攒和筹借的30万元， 他开始
了养殖湘西水牛。但由于不懂技术，血本
无归。

“那时家里内债未清， 外债催还，

眼瞅着他天天愁眉不展， 头上长满白
发……”妻子郑慧林回忆说。

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天，张明上山砍
柴， 看见一位七旬的养蜂人， 从怀化溆
浦追寻花期而来， 租了卡车带了50多箱
蜜蜂，搭上简易棚子，安营扎寨。

张明动了心思：“一位70岁的老人不
远百里来这里养蜂， 我守着这么好的资
源，为什么不用呢？”

经过两个月的交往， 老人看到张明
勤奋吃苦、甘于寂寞，决心把他50多年的
养蜂技术传授给这名一见如故的年轻
人。

“蜂帽裹得严严实实，仍被蜜蜂蜇得
浑身红肿，眼睛都无法睁开，嘴巴浮肿，
口齿不清……” 这是张明第一次与蜜蜂
亲密接触的难堪回忆。

“养蜂怕蜂，不如不养。”师傅这句话
让张明豁出去了，他潜心学习3年，养蜂
技术顺利出师。

“我养的是意大利蜂和中华蜂。”张
明介绍，意大利蜂产量高，一个花季取一
次蜜； 中华蜂为本土蜂种， 一年取一次
蜜，品质纯正浓厚，广受青睐。

为了养好蜜蜂，他订阅《蜜蜂杂志》，
每天抽时间学习养蜂技术， 一些好的做
法，他会拿笔记下，不断实践。如今，张明的
蜂蜜园已发展到200多箱， 年收入近30万
元。

为了拓展销售，张明学习电商销售，
在网上设计标识标牌， 并在朋友圈、微
店、泸溪同城等平台上广泛售卖，目前，
产品已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福州、长沙
等地。

为提高知名度， 他特地举办“采蜜
节”， 并邀请县电视台采访和走玩泸溪微
信公众号现场直播等新颖方式宣传，当天
观众达600余人，现场的蜂蜜销售一空。

目前，岩门溪村已有张平生等5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跟张明学习养蜂技术，户
均年收入3万元，今年底可以脱贫摘帽。

“浦市古镇老张家蜂蜜园商标注册
已获批准。下一步，我计划成立村养蜂专
业合作社，组建科技养蜂基地，通过股份
分红， 让更多的贫困乡亲享受到甜蜜的
幸福生活。”张明信心十足地说。

老百姓的故事

山中老者引财路

绿色永顺
7月12日， 永顺县新近

建成的溪州公园郁郁葱葱，
成为连接新老城区的绿岛。
近年，该县通过加强水岸绿
化、通道绿化、城区绿化、矿
区复绿等措施，积极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 目前，已完成
宜林地造林6790亩， 建设
千里生态走廊4764亩，人
居环境显著改善。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孟春绒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