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 4月 22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莫方 ) “臭水变清了，
水上白鹭飞， 环境比以前好多了。” 4月
14日清晨， 正在衡阳市石鼓区雁栖湖岸
锻炼身体的居民王成菊告诉记者， 如今
雁栖湖岸成了附近居民的休闲集聚地，
不少市民在此拍照观景。

雁栖湖水域面积约800亩， 水体容
积约150万立方米， 原为蒸水天然河道，
后因蒸水河道截弯取直成为城市内湖。
数十年来， 这里发展渔业养殖， 导致水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水体常年处于Ⅴ类
或劣Ⅴ类。 2017年， 衡阳市对雁栖湖黑
臭水体进行综合治理， 建设人工浮岛12
个， 岛上种植美人蕉、 梭鱼草等水植，
用于吸收湖底氨、 氮等富营养物质。 同
时,通过控源截污、 挖掘淤泥等方式， 逐

步改善雁栖湖水体流动和污染物自净能
力。

治理雁栖湖黑臭水体， 只是衡阳市
防治水污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该市按
照国家、 省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部
署， 狠抓工业污染防控、 饮用水水源保
护、 生活污染治理 、 农业农村污染治
理和生态体系修复等工作， 城区饮用水
水源水质达标率长期保持在100%。

目前， 衡阳辖区内湘江干流水质年
均值全面达到二类。 2018年， 6个国控
“水十条” 考核断面全部达到考核要求，
21个省级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 15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水质达标率100%。 衡阳市被省
政府认定为2018年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的市州。

衡阳防治水污染显成效
辖区内湘江干流水质年均值全面达到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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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鹏 卢静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4月17日， 桃江县修山镇明灯山村人声鼎
沸， 全镇100多户贫困户齐聚利荣生态农场，
参加“猪鸡共舞笋当王，小产业托起扶贫梦”活
动， 利荣生态农场现场为全镇112户贫困户无
偿发放土鸡苗2240只、果树600棵，与其签订
香猪领养协议13份，总价值6万余元，并将为贫
困户提供技术指导以及产销服务。还举办了贫
困户笋王争霸赛。

利荣生态农场主要从事生态种养与乡村
旅游项目。 农场负责人刘小荣高高举着喇
叭， 向前来学习观摩的贫困户传授种植养

殖技术。 修山镇是一个传统山区农业乡镇，
外出务工是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刘小荣
是怀化人， 他岳父是明灯山村的贫困户 。
由于岳父母身体不好， 2017年， 刘小荣辞
去外地工作， 来到岳父母家创办了利荣生
态农场。 由于肯学肯干，当年获得了不错的效
益。

2018年，刘小荣扩大农场规模，在山里喂
养3000多羽鸡，从广西引进130多头香猪。 他
把村里5户贫困户吸纳进农场， 一起进行生态
养殖。 同时，他还给5位贫困户送去了200多只
鸡苗，养大后按市场价回购。 贫困户钟瑞珍去
年在他的带领下，通过制作笋干、卖土鸡蛋挣

了3万多元。刘小荣被修山镇评为“脱贫致富带
头人”。

生态农场走上了稳步发展轨道后，刘小荣
想带领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年初，他将自
己的想法告诉镇里的扶贫干部后，在大伙的帮
助下组织开展了这次活动。 在活动现场，设置
了笋干制作、香猪养殖、土鸡散养和水果苗木
栽培的技术培训区，参加活动的贫困户根据各
自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种养技术。八都村
贫困户吴智峰30多岁，因尿毒症基本丧失了劳
动能力，他领到了20羽鸡苗和5株果树。 他说，
他一定把这些鸡、果树照顾好，靠自己的努力
脱贫。

� � �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王操）“去年，我们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试种了
30多亩羊肚菌， 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60多
万元。 今年,我们还将扩大种植，等条件成熟之
后，我们将把羊肚菌种植交给村民，带动扶植
全村村民共同脱贫致富。 ”4月中旬,在永州市
冷水滩区杨村甸乡保方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
村第一支书唐光祖，看着眼前长势良好的羊肚
菌兴奋不已。

羊肚菌是一种珍稀食用菌品种， 营养丰
富， 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市
场价卖到了每公斤200元， 种植前景非常看
好。几年前，在外打工多年的村民周平、匡凤荣
夫妇回到老家，带回在外学到的羊肚菌种植技
术，创建永州市顺欣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建起
羊肚菌种植大棚， 年生产羊肚菌15万多袋，产
品畅销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地区。夫妇俩利
用掌握的种植技术，大力协助村集体建起了食

用菌种植场。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在这里帮着采

摘蘑菇，轻轻松松的，一个月也有一两千元的
收入，真的很不错。 ”村民周冬云一边说着话，
一边熟练地捡择刚采摘下的羊肚菌。 目前，周
平、匡凤荣夫妇已建起了10多个羊肚菌种植大
棚，吸引了附近张家排村、岭口村等贫困村40
多人在食用菌场就业。 羊肚菌，为村民架起了
一座“致富桥”。

� � � �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屈晓珊 ）记者日前天从国网长沙
供电公司了解到，该公司正在通过“身份
证”模式，提升电力设备的运行安全，目前
全市已有四类、1585台电力设备成功“上
户口”。

在雨花区韶山路，国网长沙供电公司
检修公司配电运检室工作人员， 正在对
10千伏宇充线开展线路特巡工作。 只见
他们拿着一台手机模样的仪器， 对准环
网柜上的二维码， “嘀” 一声， 显示屏
上立马出现一组信息： 设备厂家、 名称、
所属线路……这个编码简称电网资产“实
物ID”， 相当于设备永久且唯一的“身份
证”。

“只要用国家电网认证的移动终端扫

描，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设备采购、建设
等信息。 后期，还可以调取设备全寿命周
期内的各项数据信息，是我们配电运维的
新模式， 方便我们分析设备运行状况，提
高巡线质量。 ”工作人员解释道。

目前，长沙全市已完成“实物ID”标签
安装工作1585台，包括环网柜、柱上变压
器、 箱式变压器、 室内变压器等四类设
备。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电网资产“实物ID”是资产全寿命周期管
理的贯通支点。采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
互联和云计算等技术支撑的“实物ID”信
息化建设， 对打破专业信息共享壁垒、有
效提升设备智能化和资产精益化管理水
平有重大意义。

大数据助力电力设备精细管理
长沙电网设备有了“身份证”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 柏俊林

4月12日，东安县横塘镇白滩河村连
片野生紫荆花芬芳四溢，游人流连忘返。

开了一家农家乐的村民荣中月忙中
有乐，开心地对记者说：“这些天，每天10
多桌客。 ”

白滩河村北邻湘江， 南边绵延起伏
的石漠山上生长着连绵十余里紫荆花
林。然而几年前，村民还上山砍下紫荆花，
当成柴火煮饭做菜。 村民郭巧英回忆，那
时大家都说紫荆花不是木材， 没多大用
处，但砍下的紫荆花枝丫好点燃，又耐烧，
几根就可以煮一锅饭。

2015年， 一群摄影爱好者发现这片
野生紫荆花“处女地” 后， 惊呼景色美。
带动不少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 这时，
村民们才发现， 原来， 自己守着一片
“金山”。 于是， 白滩河村上下制定了严

格的村规民约： 人人上山封山管护紫荆
花林。 经过几年保护， 紫荆花林更加茂
盛，花满枝头。

村党支部书记荣干香说，新湖南客户
端等媒体大力宣传报道，更增加了我们村
紫荆花的知名度，自发来赏花观景的人们
越来越多， 我们对发展乡村旅游有了信
心。

去年以来， 白滩河村硬化进村公路，
修建游道，举办“紫荆花节”，该村成为当
地乡村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仅此一项，全
村人均增收近千元。 今年，随着游人纷至
沓来，村民们有的负责安保工作，有的售
卖自家的土鸡蛋、山笋、蜂蜜，近10家农
家乐生意红火，人人都尝到了发展乡村旅
游的甜头。

荣干香介绍，目前，大家正群策群力
打造村庄周边景观，各显其能把单季赏花
发展成为四季游，做好乡村旅游这篇大文
章。

乡村振兴纪实

十里柴火山变身旅游区

� � � �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解巾英） 草长莺飞四月天， 正是
读书好时节。 今天， 在第24个“世界读
书日” 来临前夕， 长沙市望城区举行
“学习强国 读书兴区” 全民阅读系列活
动启动式， 贯穿2019年全年的全民阅读
活动就此启动。

读什么，怎么读，是很多读者关心的问
题。 为了让市民更好地阅读，望城区今年将
开展“寻找领读者”和“全民阅读推广人”计
划， 邀请领读者带领全区市民共读12本好
书。

按照活动方案，该区还将开展“学霸
望城”新思想学习大PK，邀请政府、企业、
学校及工青妇等群体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与代表性的人物，宣传新思想、新精神，向

市民推介图书，组织各行各业代表进行知
识竞赛；“读望城书库，为望城代言”讲解
大赛将组织参赛选手以阅读望城地方文
献资料、讲述望城人文历史的形式推介望
城， 在引导市民了解城区历史文化的同
时， 提升城区知名度与影响力；“看世界，
从图书馆出发”阅读分享活动，将举办主
题图片展，邀请作家、旅行达人、摄影达人
开展分享会。

此外 ，还有“声动望城 ”同城诵读
《习近平用典》展示活动、“情动望城”青少
年阅读关爱行动、名家赠书及文献展览等
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帮助引导全区
人民养成“爱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善读
书”的好习惯，全面提升市民的精神文化
素养。

望城区“寻找领读者”

生态农场托起脱贫梦

羊肚菌架起“致富桥”

� � � � 湖南日报 4月 22日讯 （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阳琼 ） 4月20日
上午， 隆回县六都寨镇街头发生感人一幕：
一位骑摩托车的中年男子快速行驶在该镇
寨市路地段， 忽然从其身上掉出一沓钞票，
撒落一地。 路过的行人以及街边商户看到
后， 帮忙一路追捡， 一分不少交还给失主。

掉钱的人叫阳水长，今年62岁，该镇金龙
温冲村8组村民，是一名屠夫。 阳师傅事后回
忆，当时他从市场卖完猪肉归来，在经过寨市
路地段时，可能是风把工作服掀起，导致“猪
肉款”撒落，而他起初没有察觉。

“阳水长，你的钱掉了，快回来捡呀。 ”首
先发现阳水长掉落钞票的刘光炳和肖时雨大
声呼喊，沿街居民接龙相互传呼，阳水长才反
应过来，这时,他已行驶了300多米。 当时,他
担心“钱会被人捡走，几天的肉白卖了，还得
倒贴钱”。

“你们捡了钱莫跑哦，都还给老人家哈。”
刘光炳和肖时雨一边捡钱，一边告诉其他人。
面对满地的钱，没有人趁乱哄抢，街道两边的
商户放下手头的工作，路过的行人停下脚步，
一起帮他捡，最终1400多元一分不少归还给
了阳水长。

“阳水长家并不宽裕，如果一下损失这么
一笔钱，肯定会非常难过。将钱归还是理所当
然的事情。 ”刘光炳表示。

据了解，刘光炳和阳水长是同村人，肖时
雨是暂住该镇的居民， 因阳水长经常沿街卖
肉，故认识他。

“血汗钱”撒落街道
路人帮捡一分不少归还失主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亚平 屈艳 云华）近
日，岳阳市召开医疗保障工作会议，通报了4起
典型骗保案例，分别是岳阳市盛春医院虚假住
院骗取医保基金、平江县黄某伪造医保报销发
票骗取医保基金、汨罗市人民医院超标准收费
套取医保基金、岳阳市鼎康医院挂床住院骗取
医保基金。

岳阳市医保部门在检査中发现， 岳阳市盛春
医院自2017年以来，以“免费体检、上门义诊”等形
式，到一些厂矿、社区招揽参保的退休老人挂床住
院，进院时交600元住院押金应对医保检查，出院

时以“慰问金”形式返还500元；在院期间可以选择
性做检査和理疗，医院则以多收费、乱收费、做真
假两套账的方式虚构医疗费用，骗取医保基金。医
保部门根据有关法规，终止其医疗服务协议，追回
医保基金130.63万元， 涉嫌刑事犯罪问题已由公
安机关立案侦办。

医保部门在稽查中发现，平江县城镇职工
参保对象黄某提交的盖有“首都医科大学大兴
医院” 公章的医保报销发票存在虚假嫌疑。经
调查，北京并无该医院，黄某先后报销此类发
票3次，医保基金支付其50031元。医保部门依

法追回医保基金50031元，涉嫌刑事犯罪线索
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办。

经查，汨罗市人民医院2017年超标准收费
并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结算费用1281621元；同
时，该医院存在多收费、无会诊记录单、无医嘱
收费、重复收取手术费用、挂床住院等行为。医
保部门依据有关法规， 拒付医保基金1281621
元。

医保部门通过智能监控系统发现，岳阳市鼎
康医院住院病人在病种构成、病人来源、医疗项
目与费用等方面存在明显雷同。经查，该医院采
取挂床住院、门诊当住院结算、多记费、乱记费等
方式虚构医疗费用，套取医保基金，再以“慰问
金”形式返还个人。根据有关法规，医保部门追回
医保基金22400元，并处罚款112000元。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

4月17日下午， 东安县人民医院职工之
家“李楚民党员学雷锋工作室”里，身体佝偻
的李楚民，组织放学后的孩子们，在这里读
书看报，练习书法剪纸，打乒乓球，开展英语
角活动等。

该院子弟张东昇动情地说：“我从小放
学后跟着李爷爷学习。现在，李爷爷的背弯
了，但他在我心中就像一座雄伟的大山！”

李楚民今年85岁，1952年从湖南省第五
卫校毕业， 进入东安县人民医院工作。1995
年， 从医院工会主席岗位上退休的李楚民，
发现不少孩子因为家长工作忙，放学后无人
照顾，有的甚至交友不慎，误入歧途。

于是，李楚民主动要求在医院工会之家
开辟专门工作室， 组织孩子们学习特长，开
展课外活动。20多年过去， 有30多万人次受
益。 李楚民先后荣获全国总工会“积极分
子”、永州市劳动模范、湖南省“五老”特殊贡
献奖等荣誉，受邀在永州各县区作优秀事迹
巡回报告。期间，东安县人民医院干部职工
子女无一人违法乱纪， 近10年考上985、211
院校的子弟超过150人，3人被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录取。许多家长说,这其中有李楚民的
功劳。

工作室设有书法、画画、剪纸等10多个
兴趣小组。为保证质量，李楚民请县里“各路
高手”到工作室义务授课。当地书法家蒋中

祁在这里义务授课10多年。为了上好剪纸课，
李楚民坚持练习剪纸20多年， 并自费为工作
室添置书籍、模型，组织大家外出参观红军长
征遗址、科技馆等。

为激发孩子们的参与热情， 李楚民自掏
腰包买来笔记本、铅笔等，作为小奖品发给大
家，还把孩子们的书法、手抄报、剪纸等保存
好，为孩子们留下成长记忆。

李楚民很懂得“因人施教”。20年前，在一
次活动中， 李楚民发现张东昇对原子模型很
感兴趣，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潜质。于是，李楚
民就经常辅导张东昇阅读科学书籍， 向他介
绍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后来，张东昇考入清
华大学， 并征求李楚民的意见选择核工程与
核技术专业， 博士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科技工
作者。“李爷爷为我种下了科学的种子。”张东
昇说。

柯赛虹5岁时，跟随开小餐馆的父母从福
建来到东安县人民医院。父母忙，没时间照顾
她。李楚民见状，让柯赛虹每天放学后到工作
室学习。柯赛虹性格内向，李楚民鼓励她参加
集体活动。后来，柯赛虹慢慢变得开朗，大学
毕业后，从事外贸进出口工作。可以说，是李
楚民改变了柯赛虹的人生。

李楚民还带动全家参与爱心助学， 累计
资助贫困生130多人次,计20多万元。贫困生荣
丽虹考上大学后才知道， 从小学开始李楚民
每年捐助她3000元学费。她说：“遇见李爷爷，
是我一生的幸运。”

李楚民：孩子们心中永远的“大山”
老百姓的故事

打击欺诈骗保杜绝基金漏洞
岳阳通报4起典型骗保案例

4月22日， 长沙县望仙
公园，市民在“明镜如水”雕
塑前参观。该公园位于望仙
路和东三路交会处东北角，
于去年底启动廉政文化主
题建设， 新建廉德广场、清
风廊、 廉洁故事展台等区
域，市民在此休闲之余还可
以了解更多廉政知识。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公园“注”入
廉政文化

� � � � 湖南日报4月22日讯 （记者 王文 ）
浏阳市集里街道禧和社区党支部， 最近
针对居民推出“三单服务” 受到居民称
赞。

集里街道禧和社区居民张运保66
岁，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儿女都在外地
上班， 爱人王清连想帮他办理残疾证人
证， 无奈行动不便， 又不知道找谁办理、
需要带哪些证件和资料。 禧和社区红马
甲志愿者党支部得知张运保的情况后，
马上到社区主动申请接单， 支部书记黎
球接单后决定自己来跑单。 当天， 黎球
陪同张运保夫妻到集里街道办事处进行
登记， 办理好前期手续后又将他们送回
家。 这是禧和社区党总支推出“三单服
务” 模式中的生动实践。

记者了解到， 社区党支部推的“三
单服务” 即“居民点单、支部接单、党员跑
单”。 通过党员志愿者入户走访、 了解居
民需求， 搜集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小

事、 急事、 难事进行汇总整理后， 党总
支把任务清单按照就近原则分配到各支
部， 支部将居民“点单” 任务下派给党
员进行落实； 党员结合自身实际进行
“接单” 服务， 针对老人、 儿童、 上班族
和不同居民的意愿， 采取独自一人完成
或几名党员联合完成任务的形式， 第一
时间“跑单” 开展服务， 帮助居民解决
困难和问题， 完成居民的微心愿。

自今年推出“三单服务” 模式以来，
社区两新党组织收到居民点单15件， 为
群众解决问题14个。 通过探索建立“居
民点单、 支部接单、 党员跑单” 三单服
务模式开展为民服务， 进一步促进和优
化居民与社区党组织之间的桥梁纽带，
让“点单” 成为辖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
推动社区发展的有力举措， 让“接单”
成为社区党组织开展社会治理和服务群
众工作的创新载体， 让“跑单” 成为党
员践行“先锋指数” 的有效路径。

浏阳“三单服务”受称赞
党员多跑路，群众少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