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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邹娜妮

日出而作， 日落而归，80后农村青年
邹辉提前过上了休闲养生生活。

“说是养生， 其实是与中药材黄精
打交道。”近日，在海拔800米的新化县
槎溪镇油坪溪村的黄精种植基地，邹辉
告诉记者。春节期间，他都在忙着向村
民宣传黄精的种植价值和冬日施肥的
注意事项。

邹辉说：“我的2018年， 过得极不平
凡。”去年8月26日，省黄精高峰论坛在新
化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中草药专家和
产业大户聚在一起，探讨黄精产业发展之
策。

同年9月，“新化黄精” 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正式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知识

产权局批准注册。这标志着，生于深山之
中的新化黄精开始进入全国视野，走向全
国市场。

10年奔跑，10年拼搏。 这位没有走出
大山的农村青年，在持续奋斗10年后收到
了大礼：成功把家乡的“土宝贝”———黄精
推广了出去。

2008年冰灾，从广东打工回老家的邹
辉，在家呆了10来天。道路不通、晚上供电
不足、贫困人口居多……他突然对未来产
生了无尽的迷茫，心想：山村的未来是什
么？年轻人除了外出打工就没有别的选择
吗？

父母用黄精煲的一碗鸡汤，打开了他
的思路。在民间，黄精被尊为中药材九大
仙草之一，更有古语云：“饵而食之，可以
长生。”黄精味甘，性平，具补气养阴、健

脾、润肺、益肾的功效，有“北有人参，南有
黄精”之说。

老家的一些野生中药材， 特别是黄
精、玉竹、沙参，在广东、浙江、上海等地都
是作为药膳滋补品食用， 而且需求量较
大。新化气候湿润，在高寒山区居住的村
民， 素有采挖野生黄精蒸晒制药的传统。
邹辉转念一想，家乡的“土宝贝”为什么不
能成为乡亲致富的“宝贝疙瘩”？

首先要改变的，是村民们“大山里哪
儿有挣钱法子”的老旧观念。

开弓没有回头箭。邹辉带头成立了新
化鑫源中药材合作社，利用林下空地种植
黄精。那一年，他起早贪黑，除草、施肥、排
水、整地，把家搬到了合作社里，带着村民
埋头苦干。

4年后， 黄精亩产达3000余公斤，每

公斤价格突破了8元， 产生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在邹辉的带动下，村民们逐渐认识
到了黄精的价值。

从没人支持到如今超过一半的村民
参与到黄精种植，从单一种植到开发出黄
精代饮茶、黄精糯米酒、黄精糕点等系列
产品， 从一家合作社到7家企业、110多个
专业合作社，如今，新化的黄精种植已成
规模，成为地方发展的一张“新名片”。

邹辉自豪地说：“目前，直接或间接帮
助就业人数达10万人。去年，全县黄精种
植面积1.8万亩，产值超2.5亿元。”

“谁能想到，在这大山里我每年能赚1
万多元。”63岁的贫困户曾长生种植了3亩
黄精，赶着过年给自己添了一身新衣裳,他
高兴地说，“依靠种黄精， 今年一定能脱
贫。”

长沙：
“扫码用电”让农村
排渍抗旱安全无忧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刘莉 邓

倩)今年以来，伴随持续降雨提前到来的春汛，给农村
地区排渍安全用电提出了考验。日前，长沙地区第一台
扫码用电装置在金井镇沙田村黄公嘴台区安装完毕并
投入运行。据悉，该设备的投入运行，将为积极应战春
汛工作提供极大助力。

“扫码用电”项目由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 是为方便广大农村客户解决临时用电及抗旱排
渍用电需求推出的一种自助式用电装置。客户下载“电
E宝”APP后， 扫描装置上的二维码即可接通用电，使
用完成后，可通过“电E宝”直接结算。“这种与共享单
车、共享雨伞使用方式类似的共享电源装置，能有效解
决原来农村地区为抗旱、排渍、灌溉安装的临时表计电
费结算争议。”

据了解，此次供电公司首先考虑将“扫码用电”装
置安装在全县近河道、水源地和农作物种植区，以方便
农村地区灌溉、抗旱和排渍。

目前，国网长沙县供电公司第一轮“扫码用电”装
置共计100台设备将于3月安装到位。届时，突破电源
制约后，长沙县田间地头“扫一扫”灌溉、排渍或“扫一
扫”接入新型电气化农具，将成为新农村的一道风景。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保文）“我的思想包袱已经放下
了，积极干事创业，敢于担当，带领村民致
富。”2月26日， 永兴县七甲乡党委副书记
陈繁华对县纪委监委回访工作人员说，组
织的关心厚爱，让他摆脱了曾被处分的阴

影，重新激发干事激情，坚定了“当乡干部
就要为民服好务”的决心、信心。

陈繁华在该县鲤鱼塘镇工作期间，因
镇计生服务站违反群众纪律截留村组信息
员工资，作为分管领导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
直接责任，2018年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为此，他曾一度情绪低落。县纪委监委多次
派人前来“安抚” 陈繁华，帮助他正视错误，
打消顾虑、 重新“归队”。“组织对我这么关
心，没理由再彷徨迷茫，要重燃干事热情!”
他卸下了思想“包袱”，积极干事创业，很快
赢得组织和群众的认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近年来，为不
让每个违纪干部“掉队”，永兴县纪委监委
建立“失足”干部回访教育机制，对受过处
分或者问责的党员干部在受处分期内或
者问责后，明确教育帮带责任人，通过跟
踪联系、回访谈心、教育转化等举措，开展
“一对一”分级教育帮扶，帮助“失足”干部
卸下思想包袱， 重塑自身形象和工作信
心，激发干事创业热情，重整行装再前行。
截至今年2月，该县已有12名“失足”党员
干部重返工作岗位。

南县党员干部带头
倡导殡葬新风

全县遗体火化率明显提升
湖南日报2月28日讯 （通讯员 冷建新 许亚东 记

者 陈勇）2月20日， 南县华阁镇天然港村一老人去世，
其子女遵照益阳市殡葬改革要求，丧事简办，不做道场
不放烟花鞭炮， 只在家里搭设了简单孝堂供亲友表达
悼念之情，随后主动联系南县殡仪馆将遗体火化。

“棺材费用就省下了5000元，过去请‘八仙’、道士
还要将近5000元，这些花费也节省了。”南县殡葬管理
所所长舒军华现场算了一笔账，在殡葬改革后，村民一
场丧事能省下近万元。 过去， 这里受丧葬陈旧观念影
响，丧事比阔气，奢侈风愈演愈烈，老百姓苦不堪言，甚
至出现因丧致贫的现象。近年来，南县大力倡导移风易
俗、厚养薄葬、节俭办丧、生态安葬的殡葬新风，为丧事

“瘦身”，为群众“减负”，逐渐得到了村民群众的欢迎。
华阁镇在裕阁村建设全县第一个公益性墓， 目前已经
建好公益性墓穴234座，后期建设正在抓紧建设中。

为了使丧葬新风巩固树牢， 今年全县还开展了殡
葬改革“零点行动”，从1月1日零时起，全县党员、干部
（含村干部）、行使公权力人员过世以后，对其遗体实行
火化，切实做到党员、干部带头。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
气进一步好转，华阁镇等乡镇在每个村（居）委会建立
起红白喜事理事会，设立1名殡葬信息员，充分发挥红
白喜事理事会、村民理事会、老年人协会等村民自治组
织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用身边事例引
导群众树立殡葬新理念，全县遗体火化率明显提升，不
少丧属开始选择树葬、 花葬或直接抛洒骨灰等节地生
态安葬方式。

老百姓的故事 乐在高山种黄精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永兴12名“失足”党员干部重返工作岗位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2月 28日

第 2019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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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 1040 934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25 173 384925

5 7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2月28日 第2019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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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0704631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3
二等奖 33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088193
11 5262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232
122445
1798078
10062246

197
4937
68008
397770

3000
200
10
5

1310 15 18 3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