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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湖南省优秀退伍军人谭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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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走进郴州市安仁县龙市乡金子盆村，会
看到一片面积达3000余亩的油茶林， 一树树
茶果茸毛脱尽，果皮发亮，丰收在望，当地农
民告诉记者， 这是谭营军带领乡亲们垦出的
优质油茶基地。

谭营军1957年7月出生在安仁县牌楼乡，
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左手、双脚、
大脑等多处被地雷严重炸伤， 鉴定为二等甲
级残疾军人， 全身至今还残留100余片弹片。
但是，他身残志不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县
电影放映公司担任放映员， 足迹遍布全县各
个村落， 被郴州市委、 市政府、 军分区授予
“荣、复、退军人建功立业”荣誉称号。2009年3
月，他响应县委、县政府绿化荒山荒地、种植
油茶的号召， 扛起锄头上山创建优质油茶基
地。

租山地、谈价格、签协议，谭营军走东家
访西家，整整忙了一个月，落实租赁面积3000
余亩。 一身汗水一身泥， 谭营军带着大家垦
山、挖坑、积肥、栽苗，金子盆村村民看到这样
的劳动场景，由衷地发出感叹：当兵的就是不
一样，像个干事的人，把山地交给他这样的人

没错，放心！
谭营军说：“我没有多大的本事， 但只要

勤劳苦干，就能成就大事。”他把家里的积蓄
全部拿出来，东借西凑了几十万元，全部投进
了油茶种植中。 妻子看到他为了油茶事业累
得又黑又瘦，主动当起了助手，到油茶基地煮
饭送饭，烧水洗衣，照顾他的生活。

经过谭营军细心抚育， 第一年油茶苗成
活率达95%以上。谭营军乘势而上，组建安仁
县安都油茶有限公司，注册了“安都茶油”商
标，向打造“油茶品牌”进军。后来，他与当地
一家蒸榨土茶油工坊合作， 严格按照“原生
态、高标准、重卫生”的要求，土法生产地道山
茶油。2012年10月，谭营军组建了安都油茶种
植产业协会、 安都惠民油茶果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目前，安仁县有6个乡镇、80多个村组、
2067户农民加入该协会。

付出总会有回报。2016年，谭营军的油茶
基地出产优质茶油5000公斤，第二年突破1万
公斤。因品质纯天然原生态，产品畅销北京、
河北、长沙等地，供不应求。

助力脱贫攻坚，谭营军时刻放在心上。现
在， 他带动3个村120多户农民在油茶基地上
班，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50余户，户平年

增收15000元左右。
贫困户于乐志常年带病在外打工， 收入

微薄，还常常遭到老板和工友的嫌弃。由于心
情不好，于乐志变得怨天尤人，容易冲着别人
发脾气。有一年春节，谭营军利用于乐志在家
过年的机会，上门给他做工作，鼓励他艰苦创
业，脱贫致富。谭营军不但在精神上积极鼓励
他，而且在技术上无偿帮助他，免费供应油茶
树苗。在谭营军精心帮扶下，于乐志家种植19
亩油茶，现在茶树开始挂果，全家人看到了生
活的希望。

谭营军经常组织合作社成员、 协会会员
到基地进行技术培训， 由他主讲油茶管理培
育知识。有一次，由于晚上备课太劳累，加上
天气变化，第二天讲课时他全身疼痛，可也没
有中断培训，直到讲完课昏倒在地。

由于发展产业和助力脱贫攻坚成就突
出， 谭营军先后被郴州市评为首批“最美老
兵”、 “诚实守信个人”， 荣获“湖南省优秀
退伍军人” 称号。 谭营军说： “荣誉只代表
过去， 建功还在未来， 通过三五年努力， 我
要让安都惠民油茶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
3000户农户、 10万亩油茶种植面积， 致富更
多的乡亲。”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吴熹

7月24日，时钟已指向凌晨1时，在新化县
吉庆镇车田江水系尾灌区却没有丝毫凉意。
主干渠上人头攒动、灯光闪烁。

“水厂马上要开闸了，先把山下最严重的
20亩水田放满，再依次往二组那边灌。 ”吉庆
镇党委书记朱吉良扯着嗓子向田垄里喊。

吉庆镇地处新化县东北部， 为石灰岩干
旱地区，“下雨三天需防汛，天晴三天必抗旱”
是当地生产环境的典型写照。 7月以来，吉庆
镇“高烧不退”，全镇降水量严重偏少，创20年
之最。 辖区内25座小型水库及1580余口山塘
蓄水量严重不足，旱情持续升级，1.5万余亩水

田正遭遇重大旱情。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紧急调度灌

溉水源， 组织所有干部到主干渠分段包干行
水， 发动群众都来参与抗旱， 能抢一垄是一
垄、能保一株是一株。 ”吉庆镇下达了抗旱保
收总动员令。

随即，渠道清淤、寻找水源、开挖水井、消
防送水、计划性灌溉、人工降雨等一系列应急
措施逐步铺开。 镇中心水厂在确保人畜用水
的前提下，开闸放水，解燃眉之急。

一场抗击旱灾的战役在吉庆镇打响。 100
余名党员干部被调配到车田江渠道上，顶着37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分段守闸、行水，每晚奋战
到凌晨3时以后。“草帽站长”吴贵元已经2天2

夜没睡过觉了，他在渠道上严重中暑，紧急处
理后又继续坚守岗位； 老党员何坤奕跳进沟
渠，徒手清理障碍物，背上结了一层厚厚的汗
渍；曾东毅连续3个星期带着干部群众打水井，
解决了缺水地区群众的饮水问题。

在各受灾村， 每天参与生产自救的群众
上千人。 胜祖湾、伙侍湾等村群众，自发筹资
购买输水设备，接通应急用水管道，解决基本
用水问题；崇山村对所有山塘实施统一管理，
组织群众科学用水、规划用水。 目前，全镇已
开挖深井10余口，发掘应急水源1处，基本满
足深度干旱地区用水需求。

7月24日上午，在累计发射人工增雨炮弹
60发后，吉庆镇30多个村“久旱逢甘霖”，有效
缓解了旱情。

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镇党委书记朱吉
良摸掉脸上的汗水，疲惫一扫而光。 他说：“要
动员一切力量，参与到抗旱中来，守护好一方
沃野。 ”

精准扶贫在三湘
———脱贫攻坚典型宣传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罗娟

仲夏时节，骄阳似火。 家住湘潭县排
头乡团结村的卢有招将自家12个蜂箱搬
到树阴下避暑。“多亏‘七仙女’给我送来
这些‘宝贝’，让我治得了病还脱了贫！ 我
打算扩大养殖，自己搞个蜂场。 ”卢有招
喜滋滋地说。

卢有招曾被乳腺癌折磨多年， 丈夫也
卧病在床，两个孩子还在读书，家中一贫如
洗。 2016年，“七仙女”给她免费送来蜜蜂，
还手把手教她养蜂技术，从此，她家的生活
变了样。

7月29日，记者见到了“七仙女”。
“哪是什么‘七仙女’咯，我们都是农村

妇女。做这些事，也就是想让乡亲们的日子
过得好一点。 ”“七仙女”之一的彭水平说。

原来，2015年底， 由湘潭市妇联牵头，
成立了湘潭市农产品女经纪人协会。 毛桃
芝、彭水平、贺超云、黄学文等7名涉农女企
业家作为协会带头人，与贫困户结对子、帮
贫困户找路子、助贫困户减担子，走上了带
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新的创业之路， 被乡亲
们亲切地称为“七仙女”。

协会成立之初，“七仙女” 就明确了入

会门槛： 每位会员至少帮扶1至3户贫困家
庭。“七仙女”带头，毛桃芝资助3000个贫
困孩子，还为韶山10公里路安装了路灯；彭
水平创办全市流转田地面积最大、 辐射面
积最广、 带动群众最多的全程机械化耕种
服务专业合作社， 带动4000多名农户增
收，其中包括贫困妇女37名；贺超云为贫困
菜农开通绿丰农场社区生鲜超市“绿色通
道”，帮助销售蔬菜；黄学文带动自己庄园
周边500多户种养户共同发展，还帮助100
多人就业……

在市妇联指导下，“七仙女” 还与贫困
村签订产业扶贫协议，通过产业帮扶、技术
指导等，将资本、技术等优势与贫困村特色
资源等要素有机结合， 增强贫困村自我发
展能力。如彭水平帮助湘潭县排头乡、分水
乡发展优质稻种植， 贺超云帮助湘潭县茶
恩寺镇建设白薯生产基地，带动1000余人
创业就业。

如今，“七仙女”的事业越做越大，协会
成员从当初60多人增加到700余人， 其中
有近100名慕名加入的男性会员。 目前，协
会已累计带动15万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下半年，我们将组织会员，到湘潭市
对口帮扶县永顺县，开展‘巾帼脱贫’行动，
至少帮助1000名妇女脱贫。 ”彭水平说。

创业帮扶“七仙女”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邹靖方）能
防盗、报警还能远程监控的智慧井盖，具有
防爆、消防等多种功能的综合管廊井盖，融
合地域文化元素的艺术井盖……通过井盖
“小设计”便能破解智慧城市运营大难题。7
月28日，以“设计民生，智慧城市”为主题的
全国首届井盖创新设计大赛决赛在长沙举
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33件优秀作品同台竞
技，最终湘潭大学学生涂都设计的“安全排
水井盖”获得大赛唯一金奖。

作为首个面向全国以“井盖”为创意对
象的设计竞赛，大赛以“设计民生，智慧城
市”为主题，面向全国征集未来城市井盖的
好设计、金点子。 大赛于2018年4月启动，
历时3个多月。 期间全国160多所高校、设
计机构及相关行业的设计人员参赛， 投稿
作品逾800件。

本次大赛入围的33件井盖作品精彩纷
呈。智慧井盖类别中，由长沙麓客工业设计
公司何维翰设计的“城市防洪智慧井盖”，
集“快速泄洪、水位监控、安全防盗、智能检
测”于一体，能够快速应对城市内涝，保障
道路安全；综合管廊井盖类别中，广东工业
大学陈伟彬对传统雨水篦进行改良设计，
在排水的同时回收城市垃圾， 便于环卫工
人清理，有效减少城市害虫滋生；绿色环保
井盖类别中， 湖南大学周子涵设计的新型
城市环保再生复合井盖，主打环保理念，在
井盖内种满苔藓，通过光合作用净化空气，
并转化为光能指示行人；定制井盖类别中，
为长沙、张家界、北京故宫、台北、广州等城
市设计的艺术井盖， 突出了当地的地域文
化特色，图案精美，成为一张城市的文化名
片。

创意井盖破解智慧城市大难题
33件优秀作品同台竞技，湘大学生获金奖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唐文达

7月29日， 烈日当头。 祁阳县七里桥镇双塘村
2000多亩稻田一片金黄。 突然，一台在田间收割早
稻的收割机停了下来。

“不好，出故障了。 ”租种这片耕地的种粮大户
丁绍发急忙拨打镇农机站电话。

不到10分钟，七里桥镇农机站农机员邓新桥骑
着摩托车赶到现场。

这时，地表温度达到了40摄氏度，稻田里热浪
让人感到窒息。 邓新桥顾不了那么多，迅速钻到收
割机下方，开始检查。 不一会儿，他浑身湿透，脸上、
手上全是油污和泥水。

经10多分钟检查， 邓新桥发现是收割机液压方
向的油管开裂漏油， 他立即从摩托车上的工具箱里
找到液压管和液压油，再次钻进收割机下方，更换零
件。

20多分钟后， 收割机又开始作业。 邓新桥告诉记
者，收割机等农机的多路阀、油缸、齿轮泵等发生故障的
可能性大，所以他们经常带些配件，以节省维修时间。在
农机保修期间，免费更换配件。 此外，按配件出厂价收
费。

据了解，为更好服务“双抢”，今年，祁阳县抽调
65名农机技术人员，以乡镇为单位，组建22支“农机
110服务小分队”，24小时上门维修农机。 对规定时
间内不上门或服务态度不好的， 给予通报批评、诫
勉谈话等。目前，该县“农机110服务小分队”已免费
为农民检修水稻联合收割机500余台、 其他农机具
1.2万台套，解决技术疑难问题120多个。

祁阳“农机110”抢修忙

�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陈媛）7月26日， 为期一周的省农村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简称“知心屋”）
项目第八期培训班在长沙开班， 来自全省
100个项目点的近200名专职教师、妇女之家
工作人员、社会心理工作者参加了培训。

“知心屋”是省妇联与其他部门共同为
孩子心理健康搭建的平台。 项目自2014年
启动以来，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已经覆盖全
省14个市（州）、98个县（市、区），建成了
100个项目点，受益儿童达15万人，不仅初
步形成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服务规范化的
体系和运作模式， 也推进了我省农村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体系建设。
参加培训的新邵县社会心理工作者、

邵阳市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刘小芹说， 参与
到“知心屋”这个大家庭，三年来见证了孩
子们进步的点滴， 我希望用孩子最乐意参
与的方式陪伴他们，引导他们成长。

本次培训邀请了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积
极心理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美国积极
心理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安妮老师进行授
课， 旨在让项目参与者在进一步提高心理
专业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开阔视野，拓展思
维，加快推动“知心屋”项目的建设与拓展，
让更多的留守儿童受益。

推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体系建设
“知心屋”100个项目点15万儿童受益

�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黄崇县）7月23日至7月27日，由35名
大中小学生以及指导老师、地理专家组成的
“走读湘江”公益社志愿服务团队，通过走读
的方式， 对湘江沿线重要城市进行实地走
访，并探访湘江源头。

“走读湘江”公益社是由长沙市一中、长
郡中学和南雅中学等学校的学生发起成立的
环保公益组织。 走读湘江活动以中学生为主
体，通过沿途实地考察和探访，了解湘江沿岸
的水质、人文、生态等，同时，带动更多青少年
参与到保护母亲河的行列中来。今年，团队中
来自全省湘江流域各市州的35名大中小学
生、指导老师、地理专家等，从洞庭湖出发，沿

湘江逆流而上，途经岳阳、长沙、湘潭、株洲、
衡阳、永州，往返行程约2000公里，最终到达
永州蓝山县野狗岭，探访湘江源头。

除了实地走访湘江两岸， 探访湘江源
头，“走读湘江” 公益社还在沿途以自身的
实际经历和感受， 面向中小学生开展了环
保教育宣传。“走读湘江”公益社发起人曾
晨希、郑展翅告诉记者，“走读湘江”公益社
今年将在湘江沿线的六个市州建立走读公
益社环保宣传站， 把宣传站当作青少年环
保教育基地。 志愿者们还将撰写环境调查
报告、开展网上问卷调查等活动，向社会公
布此次走读的调研成果， 并提交给有关部
门进行决策参考。

35名大中小学生走读湘江
实地探访湘江源头

守护好一方沃野
———新化县吉庆镇抗旱减灾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马翔

在林立的高楼大厦间， 他们常年在
离地面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高空“飞檐
走壁”，只为扮靓城市的天际。 他们不是
电影里的“蜘蛛侠”，而是生活在我们身
边的城市“美容师”。

7月29日早上8时， 炎炎烈日开始发
威。 在娄底市娄星区某楼盘25楼，26岁的
李扬波绑着安全绳，灵活地穿梭于外墙表
面，在高温和高空双重考验下，开始一天
的高楼外墙装灯工作。李扬波所在小队共
5人，2人在高空作业，3人在楼顶控制设备、
保障安全、传递工具。 一天下来，根据分工
不同，每人能赚300到400元不等。

从32楼向下望去，阳光刺眼，让人眩
晕。“往下往下，再往左边来一点，好，停！”
李扬波通过对讲机指挥工友调整方位。一
阵风吹来，绳索微微摇晃，人也跟着晃动
了几下。 李扬波在木板上坐稳，用身体控
制平衡，继续工作。

旁边不远处，挂在高楼外的易常强一
手扶墙，一手握灯，不停用手臂蹭掉脸上
的汗水。 易常强在圈子里小有名气，除了
高空作业，他还会电力安装，曾在青岛、珠
海、广州、云南等地务工，3天前才从内蒙
古回来。 他最大的心愿是留在娄底，一边
干活一边照顾家里。

持续作业2个多小时后，“蜘蛛人”回
到楼顶。 易常强脱下湿透的衣服，拧干再
穿上。“习惯就好， 高空作业必须胆大心
细、控制平衡。 ”易常强说。

“高空安装、保洁、护理，只要是高空作
业的活，我们都接。 ”队长彭美杰说，“高空作
业玩的是心跳，必须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和精
细的手法，这碗饭不是一般人能吃的。 ”

在这个行业有句行话，叫“越安全的
越不安全，越不安全的越安全”。 彭美杰解
释，因为越是看起来安全的，越容易掉以
轻心。 做“蜘蛛人”，安全措施再到位，也得
随时注意着。 他们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
城市建设少不了他们的身影。李扬波笑着
说：“这也是一碗青春饭， 干不了很久，每
一天都很珍贵。 ”

�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马丹 ）湖南盐业冠名的“雪天盐”
号高铁专列，28日在长沙南站首发。借势高
铁品牌和速度，“雪天” 食用盐品牌将完成
辐射重点区域、最终覆盖全国的市场布局。

“雪天盐”号高铁专列，覆盖京
广线和沪昆线两条高铁线路，列车
驶经华南、华东、华中、西南等地区

的重要城市， 正是高铁沿线最
重要的食盐消费市场。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杨正华介绍，目
前， 盐业体制改革推动市
场重新洗牌， 消费升级推

动产业向中高端扩容， 资本助力进一步推
动盐业变革。面对盐业新时代的战略机遇，
湖南盐业今年已全面启动“领跑战略”，制
定面向全国市场的战略推进计划。

湖南盐业将充分发挥资源、 资本、区
位、渠道、技术等优势，聚焦打造“雪天”食
盐品牌。通过观念领跑、市场领跑、品牌领
跑、产品领跑、营销领跑，把“雪天”打造成
为食用盐行业领导品牌。

在冠名仪式现场， 湖南盐业还预告了
即将开展的《“雪天盐”八大菜系民间大师
赛》推广活动，将雪天盐与“八大菜系”这一
中国菜的“最大IP”深度捆绑，以全面提升
雪天盐的全国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湖南盐业加速布局全国市场
将“雪天”打造成食盐行业领导品牌

“蜘蛛人”：飞檐走壁“玩”心跳

� � � � 7月28日，花垣县紫霞湖畔，黄牛在悠闲地吃草，一群牛背鹭上下飞舞。近年，该县利用紫霞湖畔
的湿地、荒地，发展油茶、桑蚕、牧草、花卉等特色产业，构建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美景。

龙艾青 摄
生态美 鹭鸟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