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田成

5月13日， 在花垣县民乐镇民乐村
的茶园里，一面鲜艳的党旗插在田埂上，
在空旷的田野中显得格外耀眼。 就在不
到一个月前，村里的40多名党员带领村
民们，在这片200多亩的土地上誓师，把
一株株茶苗种下， 向着未来的幸福生活
而奋斗。

在省委组织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州委组织部的支持指导下，花垣县
委、 县政府近年来以十八洞村为试点，
探索建立“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新
模式，并面向全县、全州推广运用，成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重要论述
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湘西州的生
动实践。

学习互助兴思想、生产互助兴产业、
乡风互助兴文明、邻里互助兴和谐、绿色
互助兴家园，“互助五兴” 日益成为助推
当地脱贫攻坚奔小康、 建设美丽乡村的
动力之源和精神之基。

“十八洞精神”为基，探索
农村基层治理新模式

十八洞村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
战略思想首倡地。通过数年艰苦努力，这
个深山苗寨破茧成蝶，于2016年实现整

村脱贫出列， 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精准扶
贫的一面旗帜。

在精准扶贫的艰辛探索过程中，十
八洞村由31名党员、10名入党积极分子
担任小组长，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以1
户党员联系互助5户群众的形式， 组建
互助小组，在“理想信念、产业发展、乡
风文明、邻里和谐、绿色家园”5个方面
开展互助，逐渐形成了“投入有限、民力
无穷、自力更生、建设家园”的十八洞精
神，党员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动人故事
不断涌现。

5年多来，十八洞村党支部“五化”建
设形成标杆， 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
显著增强， 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作用发
挥明显，村级治理规范有序，思想道德星
级化评比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十八洞村
贫困发生率由2013年的56.8%下降到
2018年的1.37%， 群众对村支两委的满
意度由68%上升到98%， 村容村貌和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
略。我们意识到，十八洞村在精准扶贫、
基层党建、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实践基础
和成功经验， 是我们决胜脱贫攻坚，推
进乡村振兴的宝贵财富。” 花垣县委常
委、县委组织部部长杨凌说。该县经过
对十八洞村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进程中
最核心、最管用的经验做法进行总结提

炼，紧紧依靠群众，尊重“基层原创”和
“群众智慧”，提出了“互助五兴”农村基
层治理新模式。

党群画好同心圆，“互助
五兴”助山岭苗寨嬗变

走在长乐乡鸭八溪村的千亩茶园
里， 一道道地膜将田野分割成无数条块
状，一片生机勃勃。一处田埂上，一块“茶
叶产业互助岗” 的标牌格外醒目。 这片
50亩的小茶园，由党员石金峰带领另外
5名村民负责培管。整个千亩茶园，有15
个这样的产业互助小组。 他们在村经济
联合社的统一规划指导下工作劳动，并
建立了3:7的村集体和农户利益联结机
制。 党员和产业能人带领着村民们朝前
跑，深得群众拥护。

“互助五兴”的核心就是在党组织的
引领下，党员或产业能人在生产生活中，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成为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的核心力量。 在补抽乡聚
福村，杨昌顺等6名党员筹资在村旁的高
岩河经营漂流项目，40多个村民有的当
安全员，有的当卫生员，有的负责接送游
客， 有的开起了农家乐……短短一年时
间，当初的投资收回成本，村民们也得到
了收益。

“党员怎么做，群众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我们只有自己过硬，群众才真正信
服你，工作也才好做。”补抽乡吉久村党支
部书记吴树春深有感触。曾经的吉久村大
操大办红白喜事之风盛行，经常一场酒席
办下来至少80桌，村民们不堪重负。村支
两委因势利导，组织村民们协商制定村规
民约， 现在每家每户办喜事都要申请报
批，请客数量不得超过10桌，村里风气为
之一变，该村获评“湖南省文明创建示范
村”。

截至目前，“互助五兴”模式100%覆盖
全县233个村（社区），4866名农村党员、
654名非党能人担任5520个互助小组长，
累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5000余场次。
大力推广运用以“政务服务”和“党务服务”
为核心，集精准扶贫、村务服务、生活服务、
商务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湘西e路通”信
息化系统平台，为群众提供“村民办事不出
村”优质服务，线上受理办结便民服务事项
8000余件，深受群众好评。

“互助五兴”模式正悄然改变着苗族同
胞们的内心世界， 也改变着一个个苗寨的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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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何梦君

5月15日，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岳阳市博物馆
工作人员来到岳阳县长湖乡洪山小学，以相框、展板、影像
资料等形式，将馆藏文物展示给学生，将传统文化知识带
进课堂，让孩子们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岳阳市博物馆的珍
贵文物，了解到岳阳悠久的历史文化。

“古代的岳阳人，用什么东西装食物呢？”“古代的岳阳
人也喝酒吗？”……孩子们围着博物馆工作人员，好奇地问
个不停。工作人员把春秋愠儿青铜盏、北宋青白釉葵口斗
笠盏、北宋青白釉葵口碟等相框一一挂在教室墙上，给孩子
们讲解文物知识。“这是岳阳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名叫春
秋愠儿青铜盏，1986年在岳阳县筻口镇莲塘村凤形咀山岀
土，属国家一级文物。”讲解员说，春秋愠儿青铜盏上的铭文
说明，在春秋时期，古岳阳是楚国坚实的农业生产基地。

接着，工作人员通过视频播放，带领孩子们一起揭秘
岳阳的历史文化。从舜帝二妃的古老神话、最早的人类制
品、第一个“社区”的萌芽，到华容车轱山遗址、汨罗市黄家
园遗址、桃花山唐墓，从古玉器、兵器、青铜器，到屈原、周
瑜、李白、杜甫……一件件岳阳先民使用的器具、一处处岳
阳先民聚居的场地、一个个与岳阳息息相关的先贤，逐一
通过屏幕在孩子们面前展示，让孩子们窥探了远古岳阳人
民的生活，感受了先民原始的美好和情趣。

“我知道屈原，我们吃粽子就跟他有关系”“这个茆山
宋墓， 我要我爸爸带我去看看”“周瑜墓在金鹗山公园，
我见过……”孩子们聚集在走廊的展板前，指着展板上的内
容交谈着。岳阳市博物馆通过传统展板的形式，将岳阳古代文
明陈列、岳阳民俗文化展、华容七星墩遗址等图文并茂地展示
出来，使得孩子们进一步贴近博物馆，贴近岳阳历史文化。

“城市里的孩子可以经常到博物馆参观，偏远山村的孩
子却缺少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把流动博物馆搬到这里来，
让孩子们了解岳阳的历史文化， 让贫瘠的山村文化不‘贫
瘠’。”岳阳市博物馆工作人员说。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见习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刘斌
盘春红）正在进行的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野外普查活动,在
醴陵市沩山镇的一处茂密山林里发现了11株极度濒危物
种丹霞兰。据悉，目前该物种全球不超过100株。

丹霞兰全称丹霞山无叶兰，因通体嫩黄并且不长叶子，无
法通过光合作用获得养分， 极度依赖丹霞地貌中的真菌环境
中汲取养分维持生长而得名。“丹霞兰”一般生长在山里潮湿、
阴暗、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在花期才会现出神秘的身影。

为了进一步确定该物种， 湖南中医药大学药用植物老
师、 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指导专家王智请教了相关权
威植物专家，并重新采集后做成标本鉴定，最终确认无疑。
“丹霞兰是我国特有的物种，2013年首次在韶关市仁化县
发现，那次一共发现了20多株。后来，又在永州双牌县发现
了8株。这次醴陵市的发现，是国内丹霞兰分布的第三个地
点。”王智欣慰地对记者说。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杨能广

5月8日上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一间病房里， 李玉红为刚刚睡醒的妻子
叶友华洗脸、梳头，然后喂饭、喂药，动作
娴熟。

李玉红是新邵县潭府乡中潭村人，
今年52岁，叶友华今年50岁，两人1990
年结婚。夫妻俩以前都在广东东莞打工，
家里虽然不很富裕，但夫妻恩爱，衣食无
忧。

命运的转变是在2000年。那年下半
年， 生下第三个孩子没多久的叶友华突
然感到手脚麻木，像针扎一样疼痛，后来
行走不便，最后失去行走能力。

从那时开始至2003年，李玉红背着
叶友华辗转广东、 湖南的几家大医院就
诊，花费十几万元，可叶友华的病就是没
有得到确诊。2003年7月，通过湘雅医院
多个科室专家联合会诊， 诊断为系统性
硬皮病。 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风湿类疾
病，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七左右，目前在
全世界还没有治愈的先例。

得知这一结论， 想起今后可能拖累
家人，叶友华十分绝望。有一天，在租住
的房子里，她趁李玉红不在家，借助一条
凳子吃力地爬到阳台边， 打算从楼上跳
下去。刚好李玉红回来了，他一把抱住妻
子，苦苦相劝：“你千万莫想不开啊！你放
心， 只要我活一天， 就会给你把病治到
底！”此后，因担心妻子再次想不开，李玉
红另外租了有防盗窗的房子。

在医生建议下，2003年， 李玉红带
叶友华来到治疗硬皮病技术较好的河北
某医院就诊。这次，叶友华共住院3个月，
进行了血浆置换，共用去医药费10多万
元，终于可以缓慢行走了。回家后几年，
叶友华生活基本可以自理， 但每月买药
要花费5000元左右。而且，由于病情出
现反复，她先后十几次住院。

病魔始终没有放过叶友华，从去年6
月开始，她又感到行走困难，神经麻木，
于是来到长沙治疗。经医生检查，结论是
感染了死亡率极高的超级细菌———鲍曼
不动杆菌。 此后， 叶友华的病情每况愈
下，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40天。期间医

生建议放弃治疗， 叶友华的娘家人也劝
李玉红不要再浪费钱了， 可李玉红就是
不肯签字同意。就这样，又一次让叶友华
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

今年4月下旬开始，叶友华又感到严
重不适， 湘雅医院医生诊断为重度肺动
脉高压。经风湿、呼吸、脊柱外科和麻醉
等科室的专家会诊，认定其病情太复杂，
治疗风险很高，建议李玉红放弃，可李玉
红就是不点头。

从2000年至今， 李玉红为妻子治
病所花的钱，除去医保报销部分，共计
达90余万元，这些钱大都是借来的。同
时，为照顾妻子，李玉红除短时间打点
零工外，基本无法外出，也就没有收入。
目前，叶友华已把自家房子抵押给了银
行。

李玉红夫妻俩感到欣慰的是， 现在
大女儿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二女儿今
年将大学毕业，小儿子也即将参加高考。
李玉红说：“我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哪怕
让妻子多活一天， 我都愿意尽一切努
力！”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覃亚林）长沙望城警方近日成功
捣毁一毒窝，抓获涉毒人员14人，缴获
冰毒、麻古等毒品738克。

“我要举报，有人在郭亮路某厂宿舍
贩毒。”4月28日凌晨4时许，望城区高塘
岭派出所接到涉毒线索， 值班副所长谭
为迅速带领民警龙文、 罗登对举报线索
进行核查。

民警到达现场发现，周围一片漆黑，

只有位于三楼的房间依然灯火通明，并
有人陆续前来。民警顺藤摸瓜，冲进房间
将正在贩毒的嫌疑人何某明等4人当场
抓获，在现场搜出冰毒、麻古若干。正当
民警在房间内搜查时，又有2人先后敲门
购买毒品， 民警将6名涉毒人员一网打
尽。

经初步审查，嫌疑人何某明（男，45
岁）在其上线刘某阳手上购买毒品，再将
毒品卖给其他吸毒人员。 掌握这一重要

线索后， 高塘岭派出所组织警力进行分
析研判，经过一天的摸排，迅速锁定刘某
阳行踪。

4月29日晚，高塘岭派出所教导员谭
伟带领民警前往天心区某小区对刘某阳
实施抓捕，抓捕组成员分工合作、缜密布
控， 房门打开时嫌疑人刘某阳右手正拿
着一把锋利的刀， 民警毫不犹豫地将刀
一夺而下，将嫌疑人刘某阳控制住，并将
前来购买毒品的8名涉毒人员一举抓获。

经审讯，嫌疑人刘某阳（男，56岁）以
贩养吸，长期在长沙市贩卖毒品。目前，
刘某阳等3人因涉嫌贩卖毒品被刑事拘
留，另外11名涉毒人员被行政处罚。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王文
通讯员 鲁冠江）14日上午， 浏阳市高坪
镇举办一村一辅警建设暨“千人联防·万
家联治”活动誓师大会，上千名治安义务
巡防队员走上街头开展安全大巡防。

据了解，巡防队员由镇机关干部、派
出所干警和企事业单位、 村组织等成员
组成，由镇党委统一培训领导，针对镇域
内重点领域、行业、地区，定期开展联合
巡防和日常巡防、治安。

该镇围绕一村一辅警建设， 在全
镇12个村建立了警务室、 每个村配备
了1台警车和一名专职驻村辅警，积极
动员镇内1万户居民参与平安家庭创
建， 逐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安
新格局。

今年以来， 高坪镇围绕“智慧高
坪” 逐步建立起一个镇级公共安全和
应急管理指挥中心， 将线下建立规范
化巡防队伍和线上建设“智慧安防”工
程相结合 , 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
全镇3.9万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幸福安宁
的家园。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高鸿儒

初夏时节， 临湘市羊楼司镇雅团村
的人居环境整治“奖品超市” 开始营业
了，村民们纷纷拿着“奖券”来“赶集”。5
月14日，刚兑换完奖品的“清洁农户”张
显开心地说：“我们凭‘奖券’就能到这里
换奖品，那些还没有评上‘清洁农户’的
村民也在积极搞卫生。 现在大家对环境
整治更加重视了，这种办法很好呢！”

“奖品超市”设在雅团村村部院落一
角，里面卫生纸、洗衣粉、食用盐、洗洁精
等日用品应有尽有。 与一般超市不同的
是，该超市只收“奖券”不收钱。营业员全
是村干部，专为村民免费兑换奖品。雅团
村党支部书记徐能岳称：“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雅团村重视党员带动、户主评议、
卫生评比等环节。这次设立‘奖品超市’，
是‘奖评会’后的又一新举措，将原来聘
请保洁员的费用节省下来购买超市可免
费兑换的奖品， 旨在引导村民自觉参与
其中。”

为了搞好人居环境整治，今年来，雅
团村每月开展一次卫生评比， 由村干部
包片、片长包组，分别对全村622户村民
房前屋后的卫生进行检查， 从中评选出
“清洁农户” 并发放面额为10元的“奖
券”。“奖品超市” 每月评比后开放一次，
被评为“清洁农户”的家庭可凭“奖券”在
“奖品超市”兑换同等价值的商品。

雅团村最近一次卫生评比中， 共评
选出226户“清洁农户”，“奖品超市”生意
兴隆，乡村面貌随之改变。雅团村自发搞
卫生的村民多了，房前屋后干净了，公共
场所也整洁了。“家家户户整洁干净，人
都觉得精神多了。” 谈起村里的变化，村
民徐南平深有感触地说。

新探索 新气象
———行走花垣看“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新模式

� � � � 临湘市羊楼司镇人居
环境整治出新招———
“奖品超市”促清洁

浏阳高坪镇：
千人治安义务大巡防

望城警方成功捣毁一毒窝
抓获涉毒人员14人，缴获毒品738克

李玉红：19年相守对病妻情重如山老百姓的故事

博物馆馆藏
在山村校园“活”了

———岳阳“流动博物馆进校园”活动侧记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罗勇 戴
欣）“供应链金融服务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真是太感谢
了！”14日上午，在常德经开区，湖南金康光电有限公司负责
人兴奋地说。当天，该公司与常德市德源供应链服务有限公
司签订协议，公司二期投产所需芯片由对方垫资采购。

湖南金康光电是一家电子信息企业， 总部位于深圳。
2017年入驻常德经开区，当年创产值3亿多元。目前公司正
在进行二期建设，未来3年内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但在扩
大生产规模中，出现了资金困难。这次协议签订，使公司困
难得到缓解。

融资难，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为此，去年11
月， 常德市组建了一家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
的国有独资公司———德源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该公司基于
园区中小企业真实贸易需求，建立与其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
的买卖关系，以设备、原材料采购垫付货款等方式，为企业提
供代采与产品代销服务，解决其短期运营资金困难。

目前，常德经开区已有3家企业接受供应链金融服务，
累计产生贸易总额约1.7亿元，涉及电子设备、钢材、锂离子
正极材料等产品。

缓解中小企业短期运营资金困难
常德推出供应链金融服务

醴陵发现11株丹霞兰
属极度濒危物种，全球不超过100株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2191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14
783
6479

5
20
127

204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645
74604

357
192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5月15日 第2019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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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2767608 元
02 0704 16 17 18 22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 年 5月 15 日

第 201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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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1040 688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37 173 335101

9 08

5月14日，长沙县金井镇湘丰茶业庄园，用遮阳网罩着的一棵棵古茶树仿佛是一个个小帐篷。金井镇种茶历史悠久，保存
有不少树龄从一百年到上千年不等的古茶树。自去年5月开始，湘丰集团从当地村民手中收集了108棵古茶树，集中进行科学
种植，打造以茶历史、科普、茶文化为主题的古茶科普园。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傅聪 摄影报道

打
造
古
茶
科
普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