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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乐永生）7月底， 双牌县塘底乡清水村村
民蒋大群原废弃旧宅基地复垦的水田里，中稻郁
郁葱葱。蒋大群介绍，收割中稻后，还将种两季蔬
菜，预计有1万多元的收入。近年，双牌县大力推
行拆旧复垦，既美了乡村，又增加了耕地，推动百
姓增收。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双牌县在坚持保护村庄
历史风貌、呵护有历史文化价值传统建筑的思路
下，对全县各村进行整体规划。然而，不少农民群
众建了新宅后，原老旧住房迟迟没有拆除。此外，
易地扶贫搬迁户留下的原居住旧房，以及废弃宅

基地、空心房等，也大量存在，影响了乡村景观和
村民的生活品质。

为改变这一状况，双牌县在充分保障农民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受益权的基础上，积极实施建
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对愿意拆旧户及
时兑现奖补，使广大农民群众从“我不愿意”变为
“主动拆除”。该县五里牌镇20天拆除旧房45栋，
复垦67亩。仅今年，该县已拆除512户的旧房，复
垦地块288块，完成复垦面积592.5亩，预计到今
年底，复垦面积达2000亩。

同时，该县引导农民群众通过土地流转或专
业合作社带动等方式，按照“宜林则林 ,宜农则

农，宜养则养”原则，在复垦过来的土地上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在优质稻、香芋等农业专业合
作社的带动下，全县以拆旧复垦土地为主，新增
农业产业基地5处，带动500多户农民实现增收。
该县特色种养合作社在泷泊镇100亩复垦土地
上发展观光农业基地， 安排20多名农民就业，人
均月工资2000多元。

目前，双牌县乡村风貌焕然一新，全县建成
全省美丽乡村示范村2个、全市美丽乡村示范村3
个，20多个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整村脱贫致富。
该县先后被评为“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
“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十佳县”等。

�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丁佳
泳 何文胜 邓志强）今年来，岳阳市云溪区将生猪
退养工作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中之重来抓。截至
7月底， 全区调查摸底的925户生猪规模养殖户中，
已经签订退养协议的达862户，占比93.2%。其中，禁
养区已签订退养协议240户，占比95.6%；限养区已
签订退养协议622户，占比92.3%。

云溪区虽然面积不大， 但生猪养殖密度较
大，生猪养殖污染较重。区委、区政府将生猪退养
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来办
理。制定下发了生猪退养工作实施方案，统一领
导、统一投入、统一标准、统一考核。利用退养场
地复耕复绿申报国土增减挂钩、依法退养行政处

罚司法打击处理、 财政支持生猪退养奖补等措
施，足额保障生猪退养工作经费，推动生猪退养
行动。 由区委组织部负责从区直部门单位抽调
30名工作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干部，组建综合
协调、复核验收、联合执法、督查问责等10个工
作组，专门从事生猪退养工作。

云溪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将生猪退养工作
纳入调研、督导的重点，联点区级领导深入各镇
（街道）、村（社区），开展生猪退养现场督战和工
作督查。全区镇（街）所有的机关干部都联村联
户，下沉一线，冒酷暑、战高温、加班加点、集中精
力打赢生猪退养攻坚战。各镇、街道、中心积极推
行“党员考评+”工作模式，将生猪退养作为党员

考评的一项指标，激发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整个生猪退养工作超常推进，仅10天就签订
退养协议300多户， 其中90%以上的党员已全部
主动申请退出。区直部门分别对口联系生猪退养
联系村（居），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先后出动300
多名机关工作人员入户宣传、解释政策，形成了
上下联动、左右联手抓生猪退养的良好局面。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8月4日清晨， 淅淅沥沥的夏雨给
常德市城区带来丝丝清凉。 很多市民
还在赖床享受周末， 一场官方和民间
合力展开的生死营救，正悄然进行，感
动着这座城市。

“不好，有人掉进下水道里了！”上
午7时许，常德市青年路再就业广场东
侧的一间排污泵房里， 有晨练群众惊
奇听到，离地面数米深的下水道中，传
来一阵阵若隐若现的呼救声。

5分钟后， 处警防控大队民警赶
到。由于下水道口可视范围有限，被困
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随着气温升高，
4米来深的污水散发出恶臭，熏得人睁
不开眼睛。多拖一分钟，被困者就多一
分危险。

消防官兵应援而至， 利用木梯下
到水中，发现被困的是一名老年男性。
老人已漂离落水点约17米远， 且其所
处的位置， 水面距上方的建筑物不足
30厘米。 在夹缝中， 老人双手抠着沟
壁，昂起头艰难地呼吸。复杂的地形环
境， 给救援带来极大难度。 经多次尝

试，营救人员始终无法接触到被困者。
时间就是生命。 有人立即向常德

市大禹应急救援协作平台发出求援信
息。在志愿者徐威的衔接下，7时58分，
来自4家民间救援组织的谭晓明、黄汉
湘等人， 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现场。此
时，被困老人因体力透支，头部多次沉
没而呛水， 发出令人焦心的咳嗽和呕
吐声。

“撑住，我们来救你了。”容不得多
想，8时3分， 黄汉湘携带救援桨板，与
消防员谭高勇进入下水道。 他们强忍
着污水的臭气，顶住黑暗中的恐惧，一
前一后地仰面泅渡到老人身边， 给老
人挂上安全绳索后， 奋力地将其推上
救援桨板。

8时16分，当承载着老人的桨板缓
缓地移至下水道口时， 救援人员都长
舒一口气，围观群众也一片叫好。等候
多时的急救人员， 迅速将老人抬上车
送往医院。

经了解，老人姓聂，年已古稀。事
发当天，他在该区域晨练散步，出于好
奇进入排污泵房， 不慎失足跌入下水
道中。目前，老人经救治已无大碍。

�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刘鹏 陈灿 )8月4日中午12时
左右， 益阳市桃江县松木塘镇南河冲
溯溪突发山洪，数十名游客被围困。接
警后， 桃江县消防中队和蓝天救援队
迅速赶赴现场， 经过4个多小时努力，
将被困的34名游客全部救出， 无一伤
亡。

桃江县松木塘镇南河冲村的溯溪
大峡谷为原始次森林，每到周六周日，
就有不少来自长沙、益阳、桃江等地的
游客， 顺着山间溪水从山下往山上戏
水游玩。 事发时， 桃江遭遇短时强降
雨， 溪谷水位瞬间猛涨， 水流十分湍
急，致使数十名游客被困，其中有三四

岁的小孩，也有六十多岁的老人。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 尝试了多

种救援方案， 最终决定将抛投器投掷
河道对岸， 再引导被困人员将抛投器
上的救援绳索进行固定。 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 一名消防员成功到达河道
对岸，在湍急的河流上，成功架设了一
道紧急生命通道。与此同时，当地镇村
干部向益阳蓝天救援队申请救援。救
援队分成三个小组， 赶赴三个点实施
援救。 熟悉地形的当地村民刘计主动
带领救援人员， 沿着溪流搜寻被困人
员。经过近4个小时搜救，武警和蓝天
两支救援队共救出34名被困游客。目
前，山洪水位回归正常。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斌

8月5日，今年10岁的小龙、刘轩激
动地对记者说：谢谢消防官兵救援，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

8月4日16时37分， 宁远县消防大
队接到报警：“九嶷山下的鲁观乡文武
冲村突发山洪，两名儿童被困，情况危
急。”

接到报警， 宁远消防大队立即组
织官兵携带救援装备前往救援。这时，
天上下起暴雨，消防车刚进入山区，遇
到落石堵住道路，消防战士冒雨下车，
迅速清理石块后，继续前行。

17时40分，消防官兵到达距现场2
公里的岔路口时， 大雨导致消防车打
滑，一时无法前行。指挥员立即命令大
家背上救援装备， 跑步前进。10分钟
后，大家到达事发现场。

这时，两名被困儿童站在不到1平
方米的岩石上， 两旁是十多米高的崖
壁， 湍急的山洪即将淹没他们所站在
的岩石，救援刻不容缓。

消防战士徐伟杰迅速在崖壁上方
固定安全绳， 将安全绳的另一端系在
腰间，立即下降安全绳进行救援。

谁知，徐伟杰双脚刚落地，水流突
然加大，徐伟杰摔倒在激流中，参加救
援的官兵们和围观群众的心不觉紧张
起来。幸好，徐伟杰死死抓住安全绳，
并慢慢站起来， 艰难地走到两名被困
儿童身边。

徐伟杰解下安全绳先给小龙系
上，崖壁上方的消防战士一起动手，把
小龙拉上来。然后，徐伟杰和战友用同
样的方法，把小轩救到安全地点，救援
用了半个小时。

这时， 小龙、 小轩因为被困时间
长，两腿发软，无法行走，消防官兵一
边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 一边请赶来
的医务人员给他们按摩。

原来，当天天气炎热，小龙、小轩跟
随大人在小溪里戏水，谁知上游突发大
雨，山洪暴发，小龙、小轩被激流冲走，
幸好两人被一块突出的岩石拦住，他俩
拼命爬上岩石，被赶来的村民发现。

� �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贺伟
李凌凯）8月5日，娄底市消防支队组织官兵走进社
区，向市民宣传电动车安全和消防管理知识，并对
集中充电区域进行消防排查， 防止由操作不当或
违规使用造成安全隐患。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电动车辆自燃和起火事
件不断增多。针对城区电动摩托车、环保电动车消
防安全问题，娄底打响电动车消防安全攻坚战。张
贴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火灾防范的通告，出台
住宅小区、楼院电动车消防专项整治方案，形成消
防为主导、 行业部门联动的安全管理体系； 建立

“全程引导、多层推进”工作机制，成立3个督导组、
27个检查组， 对全市57个居民小区开展随机督导
检查， 就发现的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限期跟踪整
改；设置集中停放区域、实行定期检查，依托派出
所民警、综治网格员、消防楼长以及消防志愿者，
分区域值守，引导电动车统一存放、集中管理、定
期体检。

目前， 全市共张贴和发放宣传资料10万余
份，检查居民小区、楼院240余次，发现并督改
火灾隐患290余处，摸排住宅小区、楼院350余
次。

� � � �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田育
才 通讯员 田贵学 秦旦 杜瑶）8月1
日，张家界市永定区教字垭镇青云桥
村汤博皓多日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
开了：池塘里养殖的淡水基围虾又开
始活蹦乱跳了。在科技特派员胡定波
的技术指导下，汤博皓养殖的基围虾
不仅恢复了健康，还学到了不少养殖
“绝活”。如今，科技特派员已经成为永
定区脱贫攻坚的一支生力军。

近年来， 永定区根据资源禀赋、
区位地理和耕作习惯， 突出发展大
鲵、特色小水果、中药材、七星椒、休
闲农业等产业，全面加快农业产业转
型升级步伐。如何使这些产业真正成
为群众的“摇钱树”？针对农村劳动力
素质偏低、科技支撑乏力、基础设施
相对滞后的问题，该区选派64名科技
特派员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其中53
名科技特派员联系服务86个贫困村，
开展各类农业科技培训， 帮助贫困
村、 贫困户有针对性地发展现代种
植、养殖等优势特色产业，增强脱贫
致富能力。

据了解， 这些科技特派员围绕
“发展一批特色示范基地、 推广一批
先进适用技术、培育一批科技致富典
型、组建和提升一批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造就一批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农
民”工作职责，建立大鲵、茅岩莓、蓝
莓等创新创业示范基地12个，推广应
用新品种新技术49项， 发展水果、蔬
菜基地12567亩， 培养养殖示范户52
户、种植大户2415户，发挥了良好的
辐射带动作用。同时，通过科技特派
员在田间地头现场讲解、 示范指导、
集中培训，10648户农户参与各类培
训，造就了一大批乡土科技人才和农
村实用人才， 带动了497户2200多人
发展2万余亩家庭产业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杨迪文

8月4日，双牌县泷泊镇良村的香水葡萄园里
硕果满枝，游人们正采摘葡萄。

“2.05公斤，41元，收你40元。”葡萄种植大户
蒋崇位一脸笑容地说。

良村1550人，地处双牌县城郊区、潇水河畔。
目前，全村发展香水葡萄、白莲、草莓等2000多亩，
以及4个小游园。201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11800
元，村集体收入8.2万元。

过去，良村村民有的种植水稻，有的种蔬菜，
品种五花八门，收入不高，还经常出现卖难。

2013年，泷泊镇组织良村两委干部和村民代
表外出考察，检测村里的土壤，决定发挥良村地
处城郊、潇水河畔的优势，规模种植香水葡萄，带
动休闲农业。

然而，得知消息的村民纷纷说，水稻、蔬菜卖
不了，还能解决一家人的吃饭呷菜问题。要是葡
萄卖不了，怎么办？蒋崇位是当年反对种植香水
葡萄的众多村民之一。

泷泊镇、 村两委忙请专家到田间地头讲课，
解答大家的疑惑。蒋崇位、唐春生等村民率先种

下60亩香水葡萄。
第一年过去，葡萄没有收成，反而投入不少，

有人有了再改种水稻、蔬菜的想法。
这时，泷泊镇的机关干部拍着胸膛向大家表

态，要是亏了，我们赔！
转眼到了第二年， 良村的香水葡萄全面挂

果，因为品质好，人们纷纷上门求购，每亩香水葡
萄的纯收入达1万元。

看到效益，村民们大力种植香水葡萄，全村
发展香水葡萄1500多亩。 还建起草莓采摘园、白
莲池等,并在田间建起景观和游道，让人们亲手采
摘葡萄、草莓，欣赏田园风光，观光农业迅速发展
起来。

紧接着，良村多方筹资，完善水、电、路、讯等
基础设施，硬化背街小巷，拆除空心房、改厕改
厨，完成民居“穿衣戴帽”；绿化、亮化村道两旁和
房前屋后，在潇水河沿岸建成国家慢城沿江风光
带和全县首条农村沿江特色风情街。

如今，前来良村游览沿江风光，逛风情街，到田
间采摘葡萄、草莓、赏荷的人越来越多。去年，良村接
待游客2.8万人次，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1.7万人次，
同比去年增长21.4%。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陈春喜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8月5
日上午，临澧县佘市桥镇荷花村，90岁
的刘鼎臣见有人来访， 便放下手中诗
集迎了出来。老人党徽别在胸前，谈吐
非凡，精神抖擞，全然不像耄耋之人。

刘鼎臣在当地是位名人。 年轻时
在邻县药材公司工作， 退休后回乡养
老。在村里，刘鼎臣热心于公益事业，
拿出退休金接下了村里运转困难的医
疗点，用一技之长，免费给困难群众抓
药看病;办起老年之家，义务照顾村里
需要帮助的老人。

“这是我一生的追求，晚年终于实
现，我要努力为党和群众多做好事，做
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2002年， 时年
74岁的刘鼎臣入党。 站在党旗下宣誓
时，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入党后，刘
鼎臣免费当起村里的政策宣传员、纠

纷调解员和救济慈善员。
2012年起， 刘鼎臣将主要精力投

入到学习中。每天清晨劳作，上午和晚
上在家读书习字， 下午走访帮助贫困
群众。5日上午，记者见到刘鼎臣时，他
正在正堂里研读诗句， 一本几百页的
《大众诗选读》被他翻烂，书中还写有
他自己的注解。 老人摘抄的诗句纸张
遍布整个大堂， 有的还裱起来。“老来
好读书”牌匾十分醒目，老人说这是他
的“陋室铭”，读书使人快乐，现在正是
读书时。

刘鼎臣写了一首“学诗有感”：知
识积累在勤奋，白头晚学也光荣；岁月
飞逝六年过， 脑中存诗二百首。 老人
说，这6年来日夜苦读，已能背诵两三
百首诗词，其中，他最喜欢的是《石灰
吟》中“要留清白在人间”。据悉，刘鼎
臣已立下文明殡葬遗嘱，并引用“常将
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诗词，
告诫后人勤俭持家。

拆旧复垦扮靓乡村

九成以上规模养殖户签订退养协议

娄底狠抓电动车消防安全

休闲农业兴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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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水中脱险
———常德警民携手营救落水老人侧记

一条绳索飞架急流
34名被困游客获救

突发山洪 两童受困

一块孤岩消防救人

老来好读书

免费补鱼苗
助力贫困户

8月5日， 道县白芒铺
镇， 贫困户在领取鱼苗。当
天， 道县畜牧水产局为因干
旱受损的养鱼贫困户免费补
发鱼苗6万余尾，并派技术人
员传授夏季养殖技术。

何上进 摄

云溪区

双牌县

全力推进生猪退养

今年已拆除512户的旧房，复垦地块288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