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邢骁

一栋栋居民楼掩映在绿树花簇中，住
户推窗即景，出门入园；道路两旁墙体灰
檐青瓦， 墙面上还镌刻着不少古训民约、
先贤诗句……

这可不是哪个旅游景区，而是长沙市
芙蓉区火星街道的一个普通社区———凌
霄社区。国庆前夕,该社区负责人陈伟在接
受采访时自豪地说：“告别了脏乱差，如今
的凌霄社区就像景区。 ”

像凌霄社区那样，近年来,火星街道文
明风劲吹，市民的幸福感在心头升温。

文明之风起于街头巷陌
在火星街道，路面上出现垃圾，马上

就有人捡起来。
记者近日在凌霄社区看到，由热心居

民组建的“护街队”正忙得不亦乐乎，呵护
花卉绿植、维护街景路容。

类似这样的志愿团体， 火星街道不
少。“绿色环保志愿者”“平安志愿者”“巾
帼志愿者”等多支队伍，在环境保护、治安

巡逻、 交通劝导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日复一日地坚持，帮助街道愈来愈美、
愈来愈有温度。

“好人”是火星的一道绚丽风景。“湖
南好人” 齐庆母爱如歌，16年独自抚养无
法自理的患病儿；“长沙好人”张晓勇毕业
于清华大学，自愿放弃名企工作成为一名
保安，全心全意为街道付出……一段段感
人故事，流传在街头巷尾。

群众给力， 街道党员也功不可没，他
们走街串巷，上门店、进楼栋，“面对面”引
导群众将垃圾分类处理；劝说饭店安装油
烟净化设备，避免油烟直排；劝导居民弃
用燃煤， 减少大气污染……今年以来，他
们还将相关工作做成了“美篇”，通过微信
群、QQ群等在移动端传播，为“文明火星”
进一步造势。

文明需要传承。 火星街道通过打造图
书馆阵地、开展读书活动等途径，建设文
化强街，让文明融入社会细胞。 同时，街道
党员还经常组织活动，如举办环保书画作
品展等，吸引了不少群众参与。

在陶家山社区，社区党总支计划两年

内建成6间“家门口的图书馆”，目前已完
成银港图书屋和国杰星城图书馆场馆建
设，群众交口称赞。

文明街道建设贯穿始终
天蓝蓝，水清清，街道绿，道路净。
每天早晨7时许， 家住月桂社区的汤

庆都习惯在社区转悠， 这里三步一景，五
步一画。

谁能想到， 几年前的月桂社区曾是
“老大难”，基础设施老旧，违章建筑不少，
矛盾纠纷不断。 通过广泛调研摸底后，火
星街道花了大力气，拆除违章建筑近3000
平方米，改造绿地1500平方米；给60多栋
房屋“洗脸打粉”，解决社区大部分房屋漏
水、管道堵塞、路面破损等问题……如今，
该社区干净、整洁、温馨，居民幸福感越来
越高。

火星街道坚持把文明街道建设贯
穿始终。 不只是月桂社区，街域范围主
次干道提质改造、背街小巷设施配套、

“清霾、碧水、静音、净土”等工作有条
不紊进行；“3年造绿行动”让街道森林

覆盖率上升7.5%； 全街18个社区公园、小
游园等建设也全面铺开。

结合社区提质提档工作，该街道还实
施了公益广告同步提质工程，在改善人居
环境同时营造浓厚文明创建氛围。 兴和社
区策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楼栋”，让
一幅幅主题景观长卷进入居民视线；紫薇
社区打造“百米孝风街”，主题鲜明、图文
并茂，受到群众好评……

“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子卖”。 婚丧嫁
娶中愈演愈烈的畸形人情消费，严重影响
了群众的幸福感。 火星街道启动移风易俗
工作，“治陋习、 树新风”， 通过红白理事
会、党员垂范、居民自觉等形式，大力提倡
节俭文明的婚丧新风和厚养薄葬的孝道
观念，陈规陋习破除了，淳朴的人情味开
始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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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举行首届
宝玉石文化旅游节

交易总额达6亿元，16万人次参观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通讯员 陈伟 刘燕波 记者
颜石敦）10月7日，为期10天的临武县首届宝玉石文化
旅游节在该县宝玉石产业园闭幕，累计参观人数达16
万人次，交易总额达6亿元。

这届宝玉石文化旅游节内容丰富， 包括宝玉石展
销、“通天玉形象代言人”评选、通天玉和香花玉原石公
盘、啤酒烧烤文艺晚会等系列活动。矿物宝石展销总面
积达4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美国、印度、巴勒斯坦、缅
甸等600多家展商参展，共展出矿物玉石、珠宝等12万
余件。“在这里不仅可采购精美的玉石、珠宝，还可参观
啤酒烧烤文艺晚会，是一次难忘的国庆假期旅行。 ”来
自广州的游客王先生对节会赞不绝口。

据介绍，临武是我省至今唯一量产玉石的县，通天
玉、香花玉等储量丰富，潜在开发价值超过2400亿元。
近年来，该县把玉石产业作为“调结构、促发展”的一个
新兴产业来重点打造，推动通天玉列入“国家标准”，并
在武水镇建设了华南地区首个宝玉石文化产业园，一
个百亿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窗口”前移 时间缩短
洞口县实现不动产
家门口登记办证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周梁锐
姚川石 谢定局）“以前办不动产登记证要跑县城，费时
费力。 现在只要资料齐全， 家门口就能拿证， 又快又
好。 ”10月8日，洞口县黄桥镇不动产登记站负责人姜
志龙告诉记者，今年来，洞口县把不动产登记列为“最
多跑一次”改革重点突破项，前移办证“窗口”，缩短办
证时间，实现“家门口办证”。

去年，省国土资源厅在13个贫困地区乡镇国土所
开展标准化建设试点，洞口县是试点县之一。今年1月，
洞口县高沙国土资源中心所服务大厅暨不动产登记站
成立， 开启该县乡镇国土所不动产权登记办证“一站
式”服务。随后，在其他乡镇（街道）逐步设立相应机构，
把服务延伸到基层，就近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

目前，洞口县不动产登记不再需要跑县城，在乡镇
可一次受理。 为更加便民， 该县还进一步压缩办理期
限， 将不动产首次登记发证时限从30天缩短至10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转移办理时限压缩
至5个工作日， 不动产抵押首次登记办理时限由30个
工作日压缩为5天。

今年1至9月， 洞口县已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23536笔。

6次违规办酒
社区主任被免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保文 曾翔

10月8日，永兴县纪委监委在全县通报，该县便江
街道原坳头上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曹五梅4年期间，
违规办酒6次、收取红包礼金，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
对此，县纪检监察机关对曹五梅作出党内警告处分，免
除其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职务，对违规收取的红包礼
金予以收缴。

今年6月， 一封举报曹五梅违规办酒的信件交到
永兴县纪委监委，反映“曹五梅为其母亲操办丧事，收
取红包礼金上万元”。 接到举报信后，该县纪委监委立
即对反映线索进行了核查。 初核发现，去年11月3日，
曹五梅为其母亲操办丧事违规宴请非亲属69人，并收
取礼金13508元。

“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曹五梅违规办酒收取红包
礼金不是第一次。 ”永兴县纪委监委办案人员介绍，自
2014年以来，她还操办了母亲生日、自己生日、儿子结
婚、孙子满月、老公生日等酒宴，4年内违规办酒6次，
收取非亲属人员红包礼金共计4万余元。

近年来，永兴县利用短信、微信、展板、宣传标语等
大力宣传办酒政策，重申办酒条件；不断加大违规办酒
处罚力度，对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违规办酒行为实行

“零容忍”，对违规办酒的国家公职人员，一律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 去年以来，该县查办违规办酒案6起，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6人，清退违规红包礼金20.2万元。

石塘村：
品质生活好惬意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黄妙 刘芳

近日，在娄底市娄星区万宝镇石塘村的蜜柚
种植基地，几位村民正忙着采摘第一批试果的蜜
柚。

“以前，村里主要种植柑橘，产量大但效益并
不好。我们索性淘汰柑橘，将600亩山林全部种上
黄金贡柚，农业产业也走上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
石塘村九江合作社负责人付林群介绍。

石塘村位于娄底中心城区以南， 多年来，村
民以外出务工为主，造成大量土地抛荒。 村里仅
有的柑橘林，却因为品质太差，往往烂在树上无
人采摘。 2013年，娄星区全面推进群众工作队进
村帮扶，村里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搭乘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快车，石塘村
大力流转土地，鼓励种养大户和产业能人建立合
作社，发展精品经果林产业，变“荒山”为“宝山”。
除九江合作社外，佰利农业和金凤凰农业公司也
合作流转荒山800亩，种植蜜柚、枇杷和杨梅。 如
今，村里的6000余亩山林、2000亩水田，没有一
处抛荒。

沿着蜿蜒的水泥路上山，放眼望去，原本大
面积抛荒的土地，被黄桃、椪柑、枇杷、杨梅等经
果林所取代，不少时令果树已硕果累累。

在村里的扶持下，种植大户刘小红办起真晓
农业有限公司，打造“稻田养鱼+走山鸡+休闲钓
鱼+农庄风味” 的新型农业模式， 种植优质水稻
300余亩。“因为大米的品质好，出现了米比鱼贵
的现象，精品大米每公斤40元。 ”刘小红笑着说。

同时，村里推出“以奖代补、先投后补”的帮
扶模式，鼓励贫困户参与种养，并按1头牛1000
元、1头猪300元、1只鸡（鸭）6元、1公斤鱼苗8元
的标准进行奖励；建立贫困户与合作社的利益联
结机制，采取务工就业、产业扶持、技术服务、入
股分红等多种方式予以帮扶。

目前，石塘村已发展4家规模农业合作社，带
动村民300余人。 全村年人均纯收入从2013年的
8000余元，跃升至去年的1.49万元。

产业兴旺，形成连锁效应。 在娄底城区卖龙
虾多年的曾立和，回乡承包林地，种起了油葵；在
广东打工的徐海柱，拿着积蓄在村里办起了药材
种植基地；奔波多处打工的曾龙，见家乡变化，今
年也回村盖起了漂亮的别墅。

腰包鼓起来了，村民们向着品质生活发起冲
击。“一到下雨天，进出村里的道路泥泞不堪；村
民垃圾随意乱丢，臭气熏出老远。 ”回想过去，村
党总支书记曾金明直摇头。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
全村实现了自来水覆盖、道路硬化到户、公共区
域卫生保洁、道路两旁绿化、全村整体亮化、为民
服务全程代理6个100%。 2017年，石塘村荣获第
五届“全国文明村”称号。

今年，娄星区以石塘村为“领头羊”，辐射周
边6个村，着力打造石塘示范片，嫁接和推广石塘
村的发展经验。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肖亚湘 黄新

国庆长假期间， 海拔近800米的新
田县枧头镇大观堡村，32岁的周小梅忙
着与伙伴们筹备红薯节，她想通过现场
品尝和趣味比赛的方式，展示山里的红
薯，让更多人前来购买。

周小梅是位重度残疾人，除四肢能
活动外，从膝关节上至头部，都僵硬得
像一根木棍，不能摇头，不能弯腰下蹲，
不能坐，上厕所都要母亲帮忙，走路一
瘸一拐。 可就是这样一位残疾人，被村
民们称为一朵盛开在大山上美丽的“扶
贫花”。前不久，周小梅入围湖南省2018
年“百名最美扶贫人物”候选人。

重病令她一度消沉
周小梅1986年出生， 从小聪明伶

俐。
12岁时，周小梅无忧无虑的生活戛

然而止。 一天，周小梅的踝关节突发不
明疼痛，后来，疼痛蔓延到膝关节、腰、
颈部。

父母带着周小梅四处求医问药，最
终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这是医学界公
认的“不死的癌症”。 然而，父母仍不甘
心， 听到哪家医院擅长治疗这种病，哪
里有偏方， 他们就带着周小梅前去治
疗，耗尽了家中所有。

10多年过去，周小梅的病非但没有
好转，反而不断加重。 家里也早已一贫
如洗，债台高筑。

为此，周小梅也曾一度觉得自己是

家里的累赘，整天待在房间里，不愿意
见任何人。

“电商”开启她新生活
2017年， 学会使用手机的周小梅，

发现有人在微信朋友圈销售商品，销售
量还不错。 而她看到村民们将农产品运
到集市上去卖，运费就要几十元，还常
常卖不起价。 行情不好时，不少东西还
烂在了地里。

“我何不也试试，用朋友圈给村民
们卖农产品呢？ ”周小梅想。

她先试着把家里的辣椒干等在朋友
圈销售，没想到销得还不错。 这让周小梅
信心大增，她决心增加销售渠道和产品。

新田县商粮科经委驻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刘季华等人，了解到周小梅的想法后，
也给予大力支持，帮她建起“邮乐购”电商
平台，还请来网络技术员指导她操作。

周小梅慢慢在多家电商平台开设
了土特产店。

周小梅坚持诚信经营，赢得了不少
回头客。 一次，一名湖北买家收到辣椒
酱时发现， 由于瓶内物质持续发酵，气
体冲开了瓶盖， 造成损
失。 周小梅得知消息后，
再三道歉， 两次主动退
款， 而对方被周小梅的
诚心打动，拒收退款，还
成为了周小梅的常客。

“扶贫花”灿
烂绽放

如今， 村民们都很

感激周小梅。 因为通过周小梅的努力，
山里先前那些不值钱的山笋、野生葛根
等都成了抢手货。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周小梅把左邻
右舍的干山笋收集起来， 在网店销售，
销得很好。 后来，她得知山上的野生葛
根、葛根花、野菊花等，都是很多城里人
喜爱的绿色食品，于是，她发动村民们
上山采集这些“零成本”的土特产，通过
电商销售。她还签下村里200亩大豆、红
薯的包销协议。

周小梅还发现， 农产品经过精加
工、精包装后“身价倍增”。 于是,她根据
买家的需要，不断改进包装，从以前一
两公斤一袋的简易包装， 改进成100克
到500克不等的小罐密封包装， 销量一
路看涨。记者看到，一罐100克的野生菊
花，售价达38元。

据预计, 周小梅带动大观堡及附近
村庄的村民今年销售土特产将在260万
元以上，可带动村民人均增收100多元。
大观堡村82岁的谢娥玉在周小梅的帮
助下，今年销售野生小竹笋、野生葛根
等，已增收2000多元。

“火星”,满街劲吹文明风

乡村振兴纪实

老百姓的故事
周小梅：盛开在大山上的“扶贫花”

喜摘
丰收果

10月6日， 通道
侗族自治县独坡镇虾
团村，村民在采摘“黑
老虎”果实上市销售。
近年来， 该县大力发
展特色林果业， 红彤
彤的“黑老虎”已成为
当地群众的致富果。

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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