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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吴祥淼 何欣洁

9月27日， 在为村里的小龙虾扶贫
产业基地勘查水源的途中， 通道侗族自
治县溪口镇杉木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县国土资源局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欧
胜军突发脑溢血， 在医院救治期间，神
志不清的他， 最牵挂的还是村里的扶贫
产业小龙虾。

10月6日7时8分，经抢救无效，欧胜
军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的侗乡， 把45岁
的人生定格在扶贫路上。

遗体告别仪式，乡村干部和群众自
发赶来， 送别欧胜军最后一程。“小龙
虾产业发展起来了， 我们看到脱贫致
富的希望了，他却走了，我们还来不及
感谢他。”贫困户杨昌武提起他泪如泉
涌。

临终不忘扶贫产业，欧胜军与小龙虾
有着怎样的情缘呢？

为了小龙虾， 他倒在了勘查
水源的路上

9月27日上午，欧胜军到镇里汇报工
作回村， 又来到了村扶贫小龙虾产业基
地，查看小龙虾生长情况。只要在村里，这
是他每天必须“报到”的地方。

靠近养殖基地的龙须河已进入枯水
季节， 从河里抽上来的水变得浑浊不堪，
将会影响龙虾的品质。

“必须尽快解决水源问题。”欧胜军在
田埂上来回走着，心急如焚。

“欧队长，对面山冲里有一股山泉长
年不断。”这时，一位村民向他反映。

“走，去看看。”欧胜军当即拉着村主
任龙细成等人， 迈着大步前往勘查水源。
未曾料想，走在半路，欧胜军身子一歪，倒
在路上。

在医院做了开颅手术后，欧胜军一直
处于半昏迷状态， 且神志不清。10月6日

凌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当县、局领导
闻讯赶来，握着他的手问他还有什么愿望
时，他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轻轻地说了三个
字：小龙虾。

病房出奇的静，在场的人顿时眼睛都
湿润了，是感动，更是敬佩。

欧胜军离世的噩耗传来，杉木桥村的
老百姓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直到家属
和单位工作人员到欧胜军的宿舍清理遗
物时，村民们才相信，他们信赖的欧队长
真的不在了。

村民聚集在村综合服务平台，倾诉
欧胜军为全村和群众服务的各种好，带
领群众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一件件实
事。

“这么好的干部怎么说没就没了。”贫
困户杨进爱在危房改造时曾“为难”过欧
胜军，现在回想起来还为自己的行为感到
难过。

按照贫困户脱贫“两不瞅三保障”政
策，杨进爱居住的房屋属于危房，列入危
房改造名单。杨进爱却打起了“懒主意”，
要求政府按帮建工程实施。欧胜军不厌其
烦， 三番五次上门做杨进爱思想工作。如
今杨进爱一家住在改造过的房子里，安全
又干净。

“听说欧队长弥留之际还惦记着村里
的小龙虾，和他相比真是惭愧啊！”杨进爱
哽咽着说。

为了稳定脱贫， 他把目光
锁定在小龙虾产业上

今年3月下旬，欧胜军从县国土资源
局地环股股长的岗位上被派驻到杉木桥
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

杉木桥村计划今年脱贫出列， 时间
紧，任务重。驻村后，欧胜军用了一个月时
间，走遍了村里的各个村落，遍访了村里
的51户贫困户。一本厚厚的民情日记，列
出了一个个要解决的问题。

污水排放治理工程、 贫困户的危房
改造……一件件实事相继启动， 一条条
适合村情的发展思路在他脑海中逐渐
清晰。

要稳定脱贫，还得靠产业。欧胜军
通过调研，认为小龙虾十分走俏，且全
县目前没有一家小龙虾养殖场。 经与
村支两委商量研究， 决定把养殖小龙
虾作为村集体经济来抓， 通过村集体
带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养殖， 逐步形
成规模。

经欧胜军争取，杉木桥村建小龙虾
产业基地列入了村级扶贫产业园项目，
获得了县财政整合涉农资金30万元的
扶持。

资金有了着落，接下来是找建小龙虾
产业基地的场地。欧胜军看中了蒋团四组
那片稻田，靠近龙须河边，是养殖小龙虾
的最佳地段。

听说村里要把稻田流转来建产业基
地养殖小龙虾，蒋团四组部分村民头摇得
像拨浪鼓。贫困户杨宏建回忆，当时村民
认为小龙虾要钻洞且很深，不利于今后耕
种。

“流转一亩有600元的租金，稻田又
不被损坏，还可到基地务工。”欧胜军上网
找来专业的资料和图片，跟村民讲解现代
化标准小龙虾养殖场建设，打消了村民的
顾虑，流转稻田103亩。

没有养殖经验和技术，欧胜军便和村
干部先后到长沙、 益阳等地学习考察，并
找资料和专业书籍学习，掌握了小龙虾养
殖场的标准化建设、 小龙虾的养殖技术。
村支书杨显坚说，那段时间，欧胜军房子
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为确保小龙虾种苗的存活率， 欧胜
军分3次从临近的靖州引进小龙虾种
苗，每次都是凌晨出发，抢在太阳出
来前把种苗投放到基地里。欧胜军带
领扶贫队员和村干部扎扎实实干了3
个多月， 终于把小龙虾产业基地建
成。

情牵小龙虾，数过家门而不入

“他心里只有杉木桥村和小龙虾，驻
村后几乎都住在村里， 连节假日也是如
此。”欧胜军的妻子说，丈夫有几次和村里
干部到县城办事，路过家门都没有进来看
看就回村了，还是她周末去村里“探亲”过
几次，陪他最多的地方还是小龙虾产业基
地。

的确，欧胜军心中牵挂最多的是小龙
虾，因为这是村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
所在。他经常坐在田边观察小龙虾觅食等
情况，一坐就是大半天，甚至到晚上。他说
是为了了解小龙虾的生活习性，积累养殖
经验。

在欧胜军村里的住房内，放着一根齐
腰长的竹竿。队员们解释，为防止小龙虾
被人偷盗，欧胜军经常深夜到小龙虾养殖
场去巡查， 竹竿是怕路上被蛇咬而准备
的。

“队长把时间都用在村里的小龙虾产
业基地建设上，连换一双鞋的时间都舍不
得。”扶贫工作队员邓文锋心里一直愧疚，
没有及时帮队长换一双大一点的雨鞋，让
他一直穿着挤脚的40码鞋在风里雨里穿
行。

欧胜军真的太累了，还来不及给高龄
的双亲尽孝、 陪伴正在读高二的女儿成
长、返城牵着妻子在夕阳下散步。

欧胜军，你还没有看到小龙虾产业丰
收的那一天，没有看到整村脱贫出列欢呼
胜利的场景，怎么就离开了，走得如此匆
匆。

你做过的一切， 村里的群众记在心
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甚至基地
的小龙虾都在见证，一位扶贫干部的大爱
和深情。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琼
夏新田 ）“我们的蔬菜安全、绿色，大型商场抢着跟我
们‘结对子’。”近日，由省农委举办的优质农产品产销
对接活动上，岳阳市君山区新泰和公司当场与步步高
超市签约。这是“产地君山”成为安全标识的一个缩
影。

位于岳阳市西郊的君山区， 是典型的城郊服务型农
业大区， 先后被授予全国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基地和全国
蔬菜、水产重点产区。近年来，该区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
以农业生产的源头管理为切入点， 依托全国健康养殖示
范区、全国设施蔬菜标准园、全省放心菜生产基地等，投
入2000多万元，建设9万亩标准化农田，创建蔬菜标准园
4个、茶叶标准园1个、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小区5个、畜
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3个。 全面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采
取“有标采标、无标创标”的思路，先后与中国农科院、省
农科院及多个高校开展技术合作， 制定了茶叶无公害生
产技术操作规程等19项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并在全
区推广。

君山区还构建了农业投入品安全监管、 农产品检
验检测、农产品质量溯源三大监管体系，成立由区长任
组长的君山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全区75
个村（社区）的信息员、协管员同时兼任所在地农药监
管员。整合全区186家农资经营门店，通过区农业局的
“智慧农业”平台远程摄像进行监管，并开展不定期检
查。

生产标准化、监管无死角，使标有“产地君山”的农产
品成了农产品安全的标识。目前，该区已创建42个“三品
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
理标志的统称）品牌，“三品一标”农产品产量占到该类农
产品产量的42%，“赵大爷”放心菜、“彭激光”葡萄等品牌
农产品深受市场青睐。

小龙虾，临终前的牵挂
———追记通道驻村扶贫干部欧胜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你好，原定于10月15日的我母亲遗体告别仪式，因
超出请客范围，现不请客不收礼，欢迎您前来悼念，但是
拒收红包礼金，谢谢。”10月15日，桑植县及时劝阻一名
干部超范围请客赈酒行为， 当事人在接受约谈后迅速发
短信告知此前通知的有关人员。

今年初， 桑植县将整治滥办酒席之风作为一项重要
内容进行部署，扎实推进“规范操办酒席、树立文明新风”
专项整治工作，出台《桑植县规范操办酒席暂行规定》，大
力提倡“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从制度层面对
党员干部、 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嫁娶事宜作出具体规
定。一股清新的办酒风气，从干部刮到群众，从城镇吹到
农村。

党员干部职工用制度去管， 民间的大操大办怎么引
导？“一纸禁令管干部，一个村规管百姓。”桑植县纪委常
委蔡娜介绍，针对普通群众，则通过修订完善以禁止操办
婚丧嫁娶以外的“无事酒”为主要内容的村规民约，明确
赈酒范围、条件和程序。

“狠刹‘赈酒风’是件大好事，人情礼金大幅减少，一
年可节约好几千元。”63岁的杨国起是桑植县教育系统
一名退休干部， 家中有一本送礼开支记账本。 账本中记
载，2016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 共有吃酒记录186次，
其中2016年吃酒115次，2017年吃酒56次，今年1至9月仅
吃酒15次。“今年吃的都是亲戚朋友的婚丧嫁娶酒， 心甘
情愿。”杨国起说。

“赈酒蔓延之势得以遏制，党员干部违规赈酒现
象基本杜绝。”桑植县纪委主要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
月，全县共上门开展劝导谈话和提醒谈话280人次，劝
阻取消违规操办酒席101起，累计拆除拱门1700余个，
立案审查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4起，党纪政务处分4
人。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龚柏
威 通讯员 李伟锋 汤胜 )10月16日，
在南县三仙湖镇上柴市村公路上，一
辆皮卡车载着蔬菜，向县城驶去。村里
种植大户曾光辉说， 村里累计投入资
金846万元， 建成水泥路21.6公里。他
今年流转50亩土地种蔬菜， 路通了，
蔬菜好销了。

近年来， 南县将通村公路建设
列为脱贫攻坚首项工作， 采取多项
措施，推进通村公路建设和管理。该
县创新投融资机制，统筹整合发改、
扶贫、农开、国土等部门涉农资金，
用于通村公路建设。同时，通过村民
自愿筹资和投工投劳、财政“一事一
议”奖补、联村部门扶持、乡村闲置
资产置换、鼓励企业捐资等途径，破
解乡村公路建设筹资难。 已完成通
村公路建设投资12.3亿元，其中乡村
筹资3亿元， 建成通村公路2460公
里， 提前实现全县村村通水泥路目
标，被评为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

生产标准化 监管无死角
“产地君山”
成为安全标识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王
文隆 通讯员 刘洲 潘方方 ）15日下
午，浏阳市举办2018全国“扶贫日”
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表彰活动，对赖春
明等190名“奋进之星”、黎田增等98
名“奉献之星”和浏阳市肖佳种植专
业合作社等30个“帮扶之星”予以表
彰。

截至2017年底，该市33个省定贫
困村全部摘帽退出，15847户50224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 已脱贫 9824户
33241人， 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
3.9%下降至1.3%。

浏阳表彰318名
脱贫攻坚典型

桑植县整治滥办酒席之风
一纸禁令管干部
一个村规管百姓

南县多方筹资
建好农村致富路

被评为全省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0月 16日

第 2018282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63 1040 897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868 173 32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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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0月16日 第2018121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6250931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14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468429
3 14218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55
71114

1261369
9034907

36
2769
50031
364588

3000
200
10
5

1108 19 23 2514

10月16日，
工作人员在慰
问社区困难党
员。当天，长沙
市铬污染物治
理有限公司党
支部结对开福
区观沙岭街道
三汊矶社区，开
展“结对共建
创造城市梦想”
活动并慰问社
区困难党员。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高思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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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张军

10月16日上午，武陵山腹地中的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城，成了欢乐的
海洋。来自全省14个市州和17个民族县市
区的31个代表团，2631名土家、苗、瑶、侗、
白、维吾尔等22个少数民族同胞，齐聚这
里，共同参加湖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
运动会的开幕式。

高潮从一开始就到来了。8名英姿勃
发的武警战士，共同高擎着庄严的红色国
旗，引领着会旗和会徽方队。他们一进入
新落成的体育中心内，观众席上的掌声便
如潮水般地在场内流淌。

第一个入场的代表团，是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代表团。自治州是一个以土家
族、苗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州，代表团的
成员们身着土家族、苗族传统服饰，精神
抖擞、意气风发。代表团派出了127名运动
员，将参加高脚、秋千、陀螺等所有9个项
目的竞逐。

每一个代表团的入场， 都别具一格，
都给人惊喜，都让人由衷地鼓掌。

吉首市代表团入场经过主席台前面
时，8位苗家小伙和8位苗家姑娘，将8个红
色的大苗鼓敲得山响。亦鼓亦舞、边鼓边
舞，让人心随鼓声激越。

凤凰县代表团入场时，表演的却是苗
族武术———长长的木扁担、 长长的钉耙、
长长的竹扫把，都成了手中的武器，一招
一式舞得让人目不暇接。

江华瑶族自治县代表团，11位身着瑶
族盛装的少女， 将一条长龙舞得上下翻
飞。刚劲之美与温柔之美，恰到好处地集
于瑶族少女们身上。

永顺县代表团里，20位土家男儿举
着明朝的土司王旗， 为观众重现当年湘
西男儿去东南沿海抗击倭寇、 取得“东
南战功第一” 的场景， 让人顿生豪迈之
情。

通道侗族自治县的侗族舞蹈、桑植县
的白族舞蹈，亦让人如痴如醉。

这是一个民族服饰展示的盛会，是一
个民族文化展演的盛会，是一个民族团结
的大盛会。

穿着各民族服装的“民族方队”，是一
个特别的方队。他们拉着的红色横幅上写
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另
一个特别的方队是“龙凤示范区方队”，
“龙凤呈祥、亲如兄弟”的巨大横幅让人心
生温暖。 湖南省龙山县与湖北省来凤县，
仅一河之隔，山同脉、水同源、民同俗，两
县先后5次共同获得“全国民族团结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

开幕式的大型文艺表演， 更是民族
文化的大展演， 把现场观众的情绪一次
又一次地点燃。《龙腾盛世》《传承之魂》
《文体之美》《山水之韵》《摆手祈福》，一
个精彩接着一个精彩， 一个高潮接着一
个高潮。

据介绍， 本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
是湖南省历届少数民族运动会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

龙腾武陵庆盛世
———湖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开幕式速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