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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实习记者 苟立锋
通讯员 周云洪

7月下旬， 盛夏的阳光照耀着沅澧大地,
常德津市白衣镇白衣庵溪两岸的农民正在
采收莲子。荷塘边倒映成趣，荷塘里百亩荷花
含苞待放；极目远望，白云下白鸥飞翔，绿波
旁绿树成荫。 好一幅如画风景！

好风景来自精心守护。近年来，常德市大
胆探索河长制，水陆共治守护沅澧碧波，书写
出无数令人感动的故事。

津市市白衣庵社区白衣庵溪流边， 河流
管护员卜青松正拿着抄网清理水中异物，一
圈下来，他已汗流浃背。卜青松去年当上河流
管护员以来，这段1.5公里的溪流，他每天要
花上6个小时清理管护。

白衣镇镇级总河长、镇长刘波介绍，这条
溪流是毛里湖8条永久性支流中最大最宽的
一条，前些年由于没人管护，变成了一潭黑臭

死水。 去年上半年， 津市市以生态修复为重
点，建设白衣庵溪生态拦截工程，清理了岸上
垃圾和水中淤泥，引导养殖户退养转产，栽种
净化作物。 同时，将叉儿港、白衣庵溪和西毛
里湖进行连通，从岸上到水上同步治理，白衣
庵溪再现水清岸绿。

白衣庵溪流的变化， 只是常德市通过实
施河长制，水陆共治，给沅澧流域带来巨变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和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德市委、
市政府以“一湖两水”为主战场，积极探索河长
制。 除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河长体系外，还创
新建立乡村河湖保洁制度，组成5000多人的河
湖保洁队伍和1500多人的民间河长队伍，形成
党委、政府、部门、社会共治的工作格局。

市本级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 用于
奖补区县（市）河湖生态治理和江河湖管护，
撬动区县财政每年近20亿元和社会资本近

70亿元投入，有效解决了经费投入问题。
河湖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该市从岸

上的污染着手治“根”，大力推进退耕还林，实
施测土配方施肥，开展畜禽退养，治理农村垃
圾，进行农业专业化统防统治。

常德市水利局副局长张勇告诉记者，通
过系统的水陆共治， 目前常德市92%以上的
河流、湖泊、水库水质达到III类及以上，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优良率达到97.8%， 比上年提
高0.7%。 河湖生态治理和城乡绿色发展相得
益彰，大幅提升了城乡的颜值。沅水、澧水、道
水、穿紫河、毛里湖成为生态走廊，城区沅水
南岸外滩风光带、穿紫河风光带、柳叶湖风光
带、桃源县城沅江风光带、澧县县城澧水风光
带、 临澧县城道水风光带， 也已成为城市的
“绿肺”“绿带”，成为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河长们用汗水换来江河湖巨变，他们守
护沅澧碧波，还我一方清江碧水，海晏河清。”
张勇深有感触地说。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麻正规 梁华） 7月下旬， 凤凰县第二自来水
厂建设工地上机器轰鸣， 车辆往来穿梭， 工
人们在抓紧进行桩基施工。 据介绍， 该水厂
设计日处理能力达6万吨， 是凤凰县总投资
达9.6亿元的城乡给排水建设项目之一， 整
个项目还包括县城区供水管网、 污水处理配
套管网工程等， 覆盖全县17个乡镇21个村、
5个重要景区。

今年， 凤凰县围绕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积极构建“治、 用、 保” 水污染防治体系，
对县内所有河、 库实施河长负责制， 按照

“一河 （库） 一长、 一河 （库） 一策、 一河
（库） 一方案” 的要求， 与责任单位签署责
任书， 建立责任明确、 协调有序、 监管严
格、 保护有力的河流管理和水污染防治机
制。 同时， 开展了一系列治水护水行动， 包
括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整治，
排查取缔保护区排污口， 完成一级保护区内
农田退耕还林， 对取水口进行隔离防护， 全
面取缔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各类畜禽养殖项
目， 投资6000万元启动县城区黑臭水体小
溪河整治等。

凤凰县还不断加强水治理和保护基础设

施建设。 先后投资7000万元对县城区沱江
截污主干管进行了维修改造， 对12.1公里主
管网进行了疏通维修， 对2公里主干管进行
了改造， 清淤河道8公里。 投入8亿元， 新建
官庄、 廖家桥污水处理厂及管网， 新建县城
区排水管网98公里， 目前已基本建成。 全
县河湖生态持续改善， 水质稳定向好。 省环
保厅近日的数据显示， 凤凰县域地表水断面
水质优于或达到Ⅲ类标准， 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到Ⅱ类标准， 县域内无劣Ⅴ类水质断
面。 一条条清澈的河、 溪流淌在苗乡山岭，
成为当地最美的风景。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 � � � 【名片】
李宇，男，1992年出生，山东潍坊人，

中共党员，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
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2017年湖南省定向
重点高校选拔选调生， 主动要求到偏远地
区工作， 分配至国家级贫困县汝城县大坪
镇锻炼，先后从事扶贫、组织工作，现担任
镇党政办主任兼南村村主任助理。

� � � � 【故事】
一顶旧草帽，一双雨鞋，一本笔记本，

这是李宇下乡必备的“三大件”。
7月11日，汝城县大坪镇南村“最后一

公里”通村部硬化公路项目工地，李宇和驻
村扶贫工作队一起顶着烈日， 正在谋划路
面铺筑施工工作。

就是这位年轻的大学生， 一年前刚到

村里， 一些村干部和老百姓用怀疑的眼光
看着这位外地来的“娃娃村官”。 但这位倔
强的山东小伙用行动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从遥远的山东潍坊， 来到罗霄山脉腹
地的汝城县大坪镇， 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
关。李宇为了尽快融入基层，他每天模仿练
习，向当地人请教，口音很快从“拗口蹩脚”
到“以假乱真”。不到半年间，李宇的足迹遍
布了全镇10个自然村、26个村民小组，大
到村里的建设，小到村民家中琐事，他都主
动帮忙， 如今他已经成了南村村民眼里的
“村里人”了。

行走在南村的小道， 李宇经历了人生
的蜕变。

今年是南村精准扶贫的关键年。 李宇
除了正常工作外，也经常下村“日访夜谈”，
为贫困户排忧解难。 村里有一个贫困户叫
曹欢英，早在12年前因类风湿性关节炎导
致四肢严重变形，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只能坐在轮椅上。几次走访之后，李宇想出
了帮她搞农村电商脱贫致富的法子， 向上
级为她争取了一台电脑， 并帮助她参加电
商平台培训， 圆了残疾姑娘的“电商梦”。
“多亏了李宇， 我的小店订单销售量已经
100多单了，现在脱贫致富更有信心。”曹欢
英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在基层工作久了， 李宇发现乡镇存在
便民服务不完善、流动党员管理薄弱、扶贫
工作效率低的问题。于是，他利用自己的爱
好特长，帮助镇里升级改版“智慧大坪”云
平台，在软件客户端上增加了民生服务、党
建引领和精准扶贫等板块，实现群众“足不
出户办成事”，用一个“互联网+”的小想
法， 发挥了信息化在基层工作中的深入应
用。

“作为一个参加工作刚满一年的年轻
人，李宇不仅接地气，更有一种创新精神。”
大坪镇党委书记朱世平这样评价他。

现在“智慧大坪”已经成为全县干部群
众的“掌中宝”。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刘爱菊 张炳文

7月29日，蓝山县湘江源瑶族乡坪源村，
52岁的退伍老兵、村党支部书记赵定山沿着
立树坪河道一路巡查，身手敏捷地越过一尊
尊巨石，将河道上的“白色垃圾”清除。

“以前在部队站岗放哨保卫国家，如今
作为村里第一河长守卫湘江源头，身份不一
样，责任都一样！ ”赵定山感慨地说。

乡亲们说， 赵定山担任村干部18年来，
“忠诚、担当”的军人本色依然如初，不仅带
领村民们守住湘江源头的绿水青山，还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使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1990年春，赵定山退伍回乡。 2001年，
忠厚可靠的他被乡亲们寄予厚望，被选举担
任坪源村村委会主任。 赵定山上任后，立即
采取以地换地、集中建房的方式，将因缺宅
基地等原因蜗居深山的26户村民搬出山沟，
住上新房，此举获得村民们的普遍赞誉。

当时，坪源村抛荒地和裸露山体较多，
山体蓄水能力差，每逢夏秋干旱季节，河道

水量不足， 村民吃水都成问题。 治水先治
林。 2004年，赵定山牵头联合村里7户种植
大户入股造林，经过多年的造林复绿，如今
坪源村1.6万亩山林绿意盎然， 鸟语花香，
溪水潺潺，村民生产生活用水不再愁。

生态好，游客来。 2010年，在蓝山县旅
游部门和乡党委政府的帮助下， 已当选为
村党支部书记的赵定山瞅准乡村旅游的商
机，引进湘江源旅游开发公司投资3亿元开
发舜湘温泉度假区项目。同时，整合新农村
建设、移民、扶贫等项目资金800万元实施
美丽乡村建设，加强对村里的古银杏、红豆
杉、槐米树等10多种珍贵古树保护,并积极
鼓励村民参与到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活动
之中来。

如今， 坪源村家家户户开办农家乐和
民宿，每年接待游客上万人次。 2016年坪
源村整村实现脱贫摘帽， 预计今年全村旅
游收入将达到500多万元， 人均纯收入有
望突破9000元。

一幅乡村美、产业兴、村民富的乡村振
兴画卷正在湘江源头徐徐展开。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肖军 见习
记者 赵志高)7月29日晚上，怀化市体育中
心挤满了人，2018年全国排舞广场舞锦标
赛在侗族歌舞《多嘎多耶》的优美旋律中落
下帷幕。

据了解，这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
运动管理中心、湖南省体育局、怀化市政府
主办，吸引来自香港、北京、青海等35个城市

的118支队伍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参赛人
员中有企事业单位职工、 社区舞蹈爱好者、
学校学生等，大家同台竞技，以舞会友。

这次比赛也是一场民族文化的盛宴，
汇聚了侗、苗、土家、瑶、彝、布依、藏等10
多个少数民族的参赛者；年龄上，最小的只
有4岁， 最年长的已有87岁， 真正体现了
“全民”的理念。

�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黄康 王艳明 肖芬姿）在今天上午
召开的浏阳市科技创新大会上， 成立全省
县域首个科技创新专家咨询委员会。由3名
院士、9名科技专家担纲的科技创新专家咨
询委员会将围绕浏阳创新发展和产业链建
设献计献策，助力浏阳高质量发展。

目前， 浏阳市科技创新专家咨询委员
会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凤， 中国工程
院院士印遇龙、谭建荣以及来自生物医药、
智能制造、鞭炮烟花、工程信息
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将围绕
浏阳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等
重大需求开展专题调研、提出咨
询意见。

浏阳市科技创新专家咨询
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印遇龙表示，全体委员将结合自
身研究领域和所在行业发展趋
势，突出解决浏阳科技创新的重
点难点问题，为浏阳加快建设创
新型县市、提升科技创新实力做

出应有贡献。
近年来， 浏阳市大力推动以科技创新

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先后荣获“全国科技进
步先进县市”“湖南省科技管理先进单位”
“湖南省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县（市）”等荣誉
称号。 目前，浏阳市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01
家，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43家，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5年的25.9%
提升至2018年一季度的35.9%， 实现大步
跨越。

�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易禹琳）一转
眼， 湖南卫视深受观众喜爱的大型娱乐脱口
秀节目《天天向上》播出10年了。 今天中午，记
者在《天天向上》10周年盛典媒体见面会上获
悉， 随着播出时间从周五黄金档变更到周日
22点档，《天天向上》的观众群在变化，但坚持
传播正能量的节目宗旨没有变。

《天天向上》自2008年8月4日首播以来，首
开男子团体主持先河， 将传统文化与娱乐脱口
秀的表演形式相结合， 融合了其他众多节目的
表现元素，每期话题引起广泛讨论，成为国内外
观众增长见识、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同时，
许多行业精英和演艺界素人在这里被广为人
知。 2018年6月24日，《天天向上》被中国电视艺

术家协会授予“公益栏目类优秀作品”荣誉称号，
主持人汪涵荣获首届“全国优秀公益电视节目
最佳主持人”称号。

《天天向上》今后的路怎么走？ 制片人沈欣告
诉媒体，由于播出时间从周五黄金档调到了周日
22时，相应的观众群年龄偏长，节目内容也会相
应变化，今后的话题会更关注家庭。但《天天向上》
坚持了10年的选题敏锐度和责任感不会变，坚持
做有意义的选题，传播社会正能量。 因成立了沈
欣工作室，今后还会开发更多有创意的新节目。

�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李传新）中国
美业（湖南）诚信联盟昨天正式成立，现场启
动“美丽改变贫困”公益计划，将面向全省征
集10位容貌受损的贫困人士进行无偿修复，
并计划未来5年内， 为100位贫困生进行面部
修复援助， 帮助容貌受损的贫困人士重新拥
抱美丽人生。

近年来，我国医疗美容发展迅猛。 但随着
医疗美容需求的扩大，不少非法机构、非法医
生、非法材料等充斥市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
身心健康，伤害了医美行业的健康发展，行业
生态亟待净化。 为规范美业经营秩序，美集医
美联合全省100余家专业美容机构共同组成
诚信联盟，系统性解决湖南美业经营诚信、人

才培养和业态构建症结。 美业诚信联盟向社
会公开承诺：坚持诚信经营，坚持依法依规执
业，坚决不用“三无”产品。

针对医美人才稀缺的问题， 美集医美产
业平台专门成立星梦想学院， 主要解决美集
平台上的美业企业及整个医美行业快速发展
过程中人才特别是高级医美咨询师人才的紧
缺问题，以集中短训班授课，定向委培为主。
星梦想学院计划在3年内，培训10万名专业医
美咨询人才及美业运营、团队管理、美学教练
等创业型人才。

�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贺华建）7月11日早上6时50分， 新田县大
坪塘镇龙溪村46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邓国红
等15名妇女组成的生产队，坐上5公里外的新
隆镇野乐村农场专程开来接她们的中巴车。
她们是去该农场采摘和编烟叶， 包接送和中
餐，人均日工资100元。

年初， 邓国红见这几年周边不少村以妇
女为主组建的生产队，每年有不错的收入，她
也把本村在家的妇女们组织起来， 约定身强

体壮的外出干活， 年纪偏大的留在村里照顾
外出干活人员的家人，合理分配收入。 生产队
还与周边农场、合作社、种植大户等建立微信
群，微信群里发布需要劳动力的人数、劳动内
容、时间、地点等，生产队接单后进行安排，各
个生产队之间还互相调剂。

记者跟着邓国红等来到新隆镇野乐村农场，
只见大家一到农场， 立即按照分工采摘烟叶，动
作麻利，忙而有序。 该农场负责人谢伟说：“她们
都是种田的老把式，干活没话说，我们很放心。 ”

记者采访得知，近年，随着新田县土地规模
经营，“用工难”曾一度困扰不少农场、合作社和
种养大户。 为此，该县以农村妇女为主的“巾帼
生产队”应运而生，据了解，到目前，该县发展
“巾帼生产队”300余支，参与人数4000多人，已
经带动1000多贫困户脱贫。

在新田县龙泉镇东升村， 村民李丽深有
感触地说：“没有生产队以前，天天打牌，还吵
架，现在不但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邻里关
系也融洽了。 ”

精准扶贫在三湘

水陆共治守护沅澧碧波
———常德市河长制工作实践剪影

治水护水打造最美风景

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守 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 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碧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李宇：
罗霄山下“娃娃村官”

赤诚描绘乡村振兴画卷
———退伍老兵赵定山守卫湘江源头18年的故事

全国排舞广场舞锦标赛落幕

院士专家组团发力县域发展
全省县域首个科技创新专家咨询委员会在浏阳成立

《天天向上》10年坚持传播正能量

湖南美业诚信联盟成立
征集10位容貌受损的贫困人士， 进行无偿修复

微信接单 田间挣钱
新田活跃300余支“巾帼生产队”

� � � �李宇

� � � � 7月30日，游人在天子山景区游玩。 7月下旬，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迎来暑期旅游高峰，适宜的气
候、优美的环境和绝美的峰林，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吴勇兵 摄峰林绿染引客来

凤凰积极构建“治、用、保”水污染防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