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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 金勇）2月9日一早，临湘市羊楼司镇
村民石日明带着妻子，身着工作服，手持专
业工具，养护300米长的“清和”路段。石日明
夫妻共领养了全村3.9公里路段。每年约有9
万名慕名前来的游客，正是踏着石日明夫妻
细心呵护的村组公路进入该村占地800亩的
“百果园”采摘观光，给当地村民增收提供了
保障。

近年来，临湘市把创建“四好农村路”作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手棋”，致力于构
建“外通内联、通村畅乡”的城乡一体化交通
运输网络。 市财政每年安排预算1100万元，

对各乡镇创建之中的“排头兵”实行“以奖代
补”。近3年来,多渠道融资3.5亿元，建成高标
准乡村示范路136条 ,计758公里，提质改造
主骨架路网600余公里。 交通等部门抢抓政
策机遇，争取上级资金2.3亿元，用于农村公
路的建设和养护。

临湘市创新建成“市、乡、村”三级农村
公路管养体制，破解农村公路“失养”困局。
建立了“路长制”，市长任总路长；下设乡级
路长、村级路长，分别为辖域内农村公路监
管第一责任人。 推行农村公路“户籍化”领
养，按照线路和里程，将养护责任分解到乡
镇交管站、 养护工班和农民工养护队每个

人。全市已建立9个乡镇交管站和137个村级
农村公路办公室，组建23个养护工班，村组
群众自发组建52支农民工养护队，全民养路
护路蔚然成风。

目前，临湘市161个村（社区）全部开通
班车， 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达到5A级
水平，荣获“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市)称
号。该市依托“四好农村路”织出的条条“金
丝带”，打造了覆盖市、乡、村的农村物流网
络。近3年来，临湘市茶叶、南竹、艾草等传统
优势农业总产值年均增幅达25%，年新增农
村休闲旅游43万人次， 农民人均年增收
1600多元。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刘庚旺 欧阳友忠）春节前夕，宁远县九嶷山
瑶族乡新塘村公布贫困对象动态管理结果，
黄国运等村民的贫困等级由“深度贫困”转为
“稳定脱贫”， 他家门口的结对帮扶联系卡颜
色也将由红色换成黄色。 黄国运家结对帮扶
联系卡颜色的变化， 是宁远县对帮扶对象实
施精准精细帮扶、分类分色管理的一个缩影。

宁远县去年4月脱贫摘帽后， 仍有8682
人未脱贫。如何巩固脱贫成果，让易返贫户
不返贫，让深度贫困户尽快脱贫，宁远县为
此创新机制，对标“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
实行分类管理、分色标识、分类帮扶。他们通

过走访、登记、比对、评议、公示五环节，对扶
贫对象进行分类。 对识别出的深度贫困对
象、易返贫对象、巩固提升户、稳定脱贫户，
分别在村级挂图作战专栏、驻村和结对帮扶
联系卡、贫困户到户资料袋上按红、黄、蓝、
绿予以分色标识。

分类分色，进行精准精细帮扶。对标识
为红色的深度贫困对象，实行“3+3”帮扶政
策。前面的“3”，指的是“三保障”，即义务教
育、 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后面的
“3”， 指的是每人享受3000元产业扶贫资
金、劳务协作交通补贴、“三千”工程（百企帮
千户、特岗帮千户、万人帮千户）； 对标识为

黄色的易返贫对象，实行“3+2”帮扶政策，即
除“三保障”外，还可每人享受2000元产业
扶贫资金、劳务协作交通补贴；对标识为蓝
色的巩固提升对象，实行“3+1”帮扶政策，即
除“三保障”外，还可享受劳务协作交通补
贴；对标识为绿色的稳定脱贫对象，继续享
受“三保障”政策。全过程动态跟踪管理，一
月一监测，一季一分析，一年一统筹。

宁远县委主要负责人介绍，实施分类管
理精准帮扶以来，全县深度贫困对象转为巩
固提升对象3940人、 稳定脱贫对象220人；
易返贫对象已转为巩固提升对象2280人、稳
定脱贫对象1360人，没有出现返贫现象。

“户籍化”领养“路长制”考核

临湘下好“四好农村路”先手棋

分类分色管理 精准精细帮扶

宁远创新机制巩固脱贫成果

通讯员 王欣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月溅星河，长路漫漫，风烟残尽，独影阑
珊……”2月7日凌晨，在衡柳铁路衡阳南站附
近，何佳唱着自己最爱的歌曲《悟空》，和工友
们行走在夜深风寒中。不久，一座隧道出现在
眼前，他们放下背包，掏出锤子等工具，准备
对隧道进行一次“体检”。

他们来自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永州工务
段衡阳南路桥车间， 领头的何佳是车间衡阳
南维修工区的工长。 工区管辖着衡柳铁路线
153.262公里的路段，贯穿衡阳、永州两市，途
经25座隧道、400多座桥梁、1000多个涵洞。

何佳和工友们的工作， 就是对工区所辖

铁路的隧道、桥梁、防护栅栏、涵洞等设施进
行检修。每天夜间，列车停运时，就是检修的
最佳时期。

2时35分， 在对隧道进行全面勘察时，工
友们发现隧道一侧出现了一条裂缝。 何佳立
马拿出照相机和笔记本记录。

“发现裂缝要马上修补，不然等到‘水滴
石穿’的时候就迟啦！” 何佳说着，启动了一
台修补机器。

隧道裂缝修补，如同“补牙”，干的也是
精细活。 以裂缝为中心， 先用专用锤子将
其周围损坏部分敲除掉， 再用工具进行清
空。然后，还要根据季节、温度、湿度、地段
及裂缝本身情况，将砂浆、环氧树脂、石蜡

等材料用量筒按照规定比例调配。 一旦拌
和不好，就会造成“二次裂缝 ”，需要非常
谨慎。

充填完毕后，何佳已是满头大汗。他没有
停下来，而是立即记录修补位置的各项数据，
以后还得进行质量回检。

“之后14天就是养护期，每天都要测量并
登记修补状态，必须确保隧道安全。”

隧道作业全部完工时，已近天亮。汗被风
一吹，凉意瞬间袭来。

“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何
佳又唱起了《悟空》。此时的他，身着黄色工作
服，如同披上了“悟空”的战袍，神采奕奕,勇猛
矫健。

湖南日报记者 蒙志军

一根竹篙，几缕青烟。一艘渡船，伴随
着柴油发动机的轰鸣， 缓缓驶向烟雨蒙蒙
的对岸。

在安乡县的董家渡口，这是51岁摆渡
人陈刚的日常。2月7日，正月初三，中午时
分。虽然气温很低，只有3摄氏度，却已是当
天陈刚和同伴席先才在冰冷河面上的第
50次往返。

虎渡河静静流淌， 安全乡与安生乡隔
河相望。 船上乘客寥寥， 陈刚说：“不管哪
边，只要有一个人，也要过去把人接过来。
岸两边绝对不让人等，来坐渡船的，都是有
急事的。”

1997年，陈刚开始他的摆渡生涯。从此，
一船两岸22年，除了大风大浪，四季无休，为
两岸的无数乡亲，带来了出行的便利。

安生乡的孩子， 绝大多数要去往安全
乡的中小学校读书。 陈刚就是孩子们安全
渡河的“守护神”。有时候，遇到大风大雪停
渡， 陈刚就把过不了河的孩子们安顿到自
己家里，吃饭、过夜。

22年里，董家渡口没有发生过一起安
全事故，年年被评为全县的优秀渡口。

出门遇河， 过河摆渡。 地处洞庭湖腹
地，看似一马平川的安乡，其实交通曾一直
是个老大难问题。很长的一段时期，既没有
高速公路，也不通国道，没有一条像样的省
道，更谈不上铁路，而与此形成对比的窘境
是，渡口数量、危桥数量位居全省之首。

2010年前后，安乡东大门陆家渡大桥
被鉴定为五类危桥，被迫封闭；西大门石龟
山大桥被鉴定为四级危桥，实施半封闭。东
西不通、南北不畅，安乡一度成为一座交通
“孤岛”。

2014年起， 安乡县启动了为期5年的
交通建设大会战，开辟了国省干线公路、重
点桥梁等六大战场。

这几年，随着“孤岛”的突围，桥越来越

多，路越来越好，交通越来越便捷，加之私
家车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选择乘船过渡
的人们也在逐年减少。“以前运一趟， 整条
船的人密密麻麻地挤着，一直排到船头，现
在半条船都站不满。”

这一变化， 直接影响到了摆渡人的收
入。“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一天可以收
入两三百块， 搞一天可以请10个瓦匠，现
在搞10天才请得起一个瓦匠。 天气好的
话，一天能够弄五六十块，下雨的话，一天
起早摸黑也只弄得十几块。”陈刚说，“虽然
有政府发的燃油补贴，但扣除保险、人工等
费用后，也剩不了几个钱了。”

22年，以河为伴，以船为家。常年的摆
渡，让陈刚的双手布满皲裂的口子，还落下
了严重的风湿、坐骨神经痛等职业病。但不
管怎样，他依然没有要放弃的想法。

从辉煌到衰落，摇曳的河水，浸透了陈
刚的半生，在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口
中不时会提起“上岸”，即离开渡船，上岸工
作生活。但在他看来，上岸似乎会让自己进
入一个陌生的环境， 一切都要重新适应，对
于已年过半百的人来说， 改变习惯并非易
事。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改变虽然难，
但儿子过上了与之不同的生活。儿子在长沙
从事汽修行业，现在已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其实，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孩子们。停
渡了，孩子们上学怎么办？”陈刚说，在他心
里，渡口就是最大的寄托，当一天摆渡人，
就要让两岸的乡亲满意一天。只要有人坐，
哪怕是一个人，船就不会停下来。

现在，陈刚最大的心愿就是，政府能够
出台相关优惠政策， 彻底解决摆渡人这个
群体的社保问题，从而使得老来无忧。

一个渡口的变迁， 就是一个时代发展
的切面。在安乡，在湖区，还有不少像陈刚
这样的摆渡人，沉默得仿佛与世隔绝。他们
默默地看着身边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不
慕繁华三千，清苦一生坚守，就像陈刚所说
的———“有些事情，总要有人来做。”

不慕繁华三千 清苦一生坚守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你看，这个‘猪宝宝’多可爱！”
“是呀，今天凌晨5点2分出生的哩！”
2月5日，正值农历猪年正月初一，记者

来到石门县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内，只见6
床边上婴儿床里的新生儿吸引着众人的目
光。

“情况都挺好，多注意休息。”查看了孩
子的情况后， 值班女医师蒋辉对产妇梁华
叮嘱道。

6床的梁华， 来自该县磨市镇白岩壁
村。 十几个小时前的感人一幕足以让她终
生难忘———

她告诉记者，除夕晚上10时许，她挺着
大肚子在家过年，却突然出现难忍的阵痛。

石门地处高山地区， 白岩壁村距离县
城七八十公里，山路崎岖，弯多路险，又恰
逢除夕，丈夫焦急万分。他一边安抚疼痛难
忍的妻子， 一边拨通了120急救电话。同

时，火急火燎叫来朋友的一辆车，把妻子往
县里送。

“你们在哪个村……好， 你们往县城
来，我们往你们那边开”……

接到求救电话，随时待命、负责接驳的
县妇幼保健院的救护车呼啸而出， 紧急往
村子的方向赶。为了节省时间，双方约好保
持联系，在路上会合。

时值寒冬深夜，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
高山公路上上演。

“你们到哪个位置了？”
“好好好，我们马上就到”……
两车之间，一个个电话，仿佛在夜空中

拉起了一条生命线。
一个多小时后， 双方终于在中间路段

会合，梁华被七手八脚抬上救护车。
没有多打招呼， 医护人员一边悉心安

抚着梁华，一边指挥救护车急忙调头，朝着
医院的方向飞驰。

荩荩（下转3版①）

“这个‘猪宝宝’多可爱！”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这几天， 跟未婚妻第一次来中国的美
国小伙迈克，正赶上热闹非凡的中国春节，
于是他有了一段奇妙的经历。

2月7日晚，在衡南县云集镇迈克未婚
妻家，记者采访了这位准“洋女婿”，记录他
的首次中国之旅。

“高铁速度让人惊叹，城市治安让人心
安， 美食繁多让人嘴馋， 烟花绚丽让人沉
醉，风俗人情让人舒坦。”迈克说，中国魅力
消减了他对中美文化差异的忧虑。

体验高铁，感受春运
因为未婚妻姓何， 来衡南不久， 这位

90后美国小伙便有了自己的中国名
字———何迈克。

2月1日， 迈克跟着未婚妻去了一趟广
州，体验了中国高铁和地铁，也感受了春运。

“进站检票时，人脸识别只需3秒钟。
‘中国速度’ 已成为我印象里中国的代名

词。第一次乘坐中国高铁，又快又舒服，车
厢内环境整洁。”迈克特意尝试将一枚硬币
立在高铁车窗边，“尽管车速飞快， 硬币仍
然不倒，中国高铁太让我惊叹了。”

迈克发现， 高铁站候车室和高铁车厢
挤满了乘客，“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人从一
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迁移， 没见过春运这
么大的阵仗。”

“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广州南站虽然很
大，人很多，但是购票、安检、候车等秩序都
有条不紊，没有人吵闹，也没有人插队。”迈
克告诉记者，相比其他国家，中国是非常安
全的，“这次跟着未婚妻去了广州、 上海等
大城市，每个城市的治安都让我心安。”

微信抢红包，用筷子吃饭
除夕之夜， 何家爸爸给迈克封了一个

压岁红包。接过红包时，迈克一脸惊异，犹
豫着想退还， 最后被未婚妻劝阻：“领个压
岁包，寓意着平平安安过新年。”

荩荩（下转3版②）

准“洋女婿”的中国年

衡柳铁路桥隧“医生”：昼伏夜出在深山春运进行时

2月8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琵琶村侗寨， 村民身着节日盛装表演芦笙。 芦笙是侗族群众喜爱的一种古老乐器， 逢年过节， 侗族同胞
都要举行芦笙会， 吹响芦笙跳起舞， 庆祝节日， 祈福风调雨顺。 刘强 杨梦雪 摄影报道

吹响芦笙庆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