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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肖晔

初夏时节， 庭院外的一汪碧波，
伴随两岸青山的倒影， 在湘乡市水府
庙鹅婆山的山脚下流淌徘徊， 滋润着
万军微种植的580亩果树新苗。

“看着这水从浅褐色变成了翡翠
色， 这山从这头葱茏到了那头， 我们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在水府庙库区土
生土长的万军微， 曾是当地第一批发
展养殖业的村民之一。 如今， 这位拦
库养鱼大户也“上了岸”， 成了鹅婆山
果园种植基地的负责人。

上世纪90年代， 由于网箱、 拦库
养鱼及水库周边禽畜养殖业渐次兴起，
加之生活及工业污水无序排放等多重
因素， 水府庙库区环境逐渐恶化， 曾
经可直接饮用的一湖清水恶化至Ⅳ类
标准， “人间瑶池” 变了色、 换了装。

近年来， 湘乡市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 全面启动水府庙水库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 4.3万余口网箱和369个拦库
全面取缔， 库岸线500米以内的81处禽
畜养殖污染源全部关闭， 库区10个采
砂场永久停采并复耕复绿废置砂场，
一批沿库工业污染企业关停搬离……
目前， 水库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水
质长年稳定在Ⅲ至Ⅱ类标准。

然而， 如何才能稳住治理成效，
守住这片用50.5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
431公里的库岸线以及34个岛屿织成的
绿水青山图？

湘潭市、 湘乡市两级党委政府坚
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确定创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 生态文明示范区的
发展目标， 通过“铁腕综合治理” 与
“合理利用促进保护” 双轨渠道， 不断
改善水府庙库区生态环境和民生福祉。

“我们组建了资源巡查和综合管
理的专门工作队伍， 建立了库区生态
环境动态管理机制， 形成了生态环境

巡查网格化、 常态化监管体系， 基本
做到了山、 水、 林、 田、 湖等资源要
素保护监管全覆盖。” 水府旅游区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统计， 去年以来， 库区通过对
乱占、 乱采、 乱堆、 乱建行为的集中
整治， 累计退出钓鱼平台 （含无证漂
浮措施） 840余处， 拆除面积近5万平
方米； 整治非法围库填库等问题228
处， 恢复滩涂7780亩； 打击处理电鱼
等非法渔业捕捞130起， 收缴或清除非
法渔具500多件。

旅游开发与经营也同步推进， 水
府大道、 水府大桥、 生态停车场、 生
态游步道等基础设施逐渐夯实， 度假
酒店、 听泉书院等一批招商项目开工
建设并投入使用， 农家乐等乡村旅
游经济发展迅猛， 水府水乡特色小
镇建设正加快推进， 库区全域旅游
构架已基本形成。

湖水变清了， 环境变美了， 政

府相关部门也乘势加大对库区群众的
帮扶力度， 带领周边村民走出了一条
渔民转型、 旅游致富的创新之路， 51
岁的易伟文就是其中一个。

“我现在的年收入是以前网箱养
鱼时的2倍多呢！” 如今， 易伟文在当
地一家特色农产品开发公司工作， 经
过系统的培训与学习后， 成了一名专
门从事火焙鱼制作与加工的技术工人。

行走在水府庙景区， 暖阳铺地，
清风徐徐。 脚下是绿波荡漾， 眼前是
青山葱翠， 一幅绿色生态景， 惹得游
人徜徉忘返。 “去年， 我们接待的游
客数量达到了60多万人次， 今年预计
将超过100万人次。” 水府旅游区相关
负责人兴奋地告诉记者。

7旬游客迷路武陵源天子山———

深夜大营救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邓道理 彭长太

“谢谢你们的救援，让我绝处逢生！ 张家界景美人美，名不
虚传。 ”6月9日凌晨5时许，天刚蒙蒙亮，一位7旬老人在张家界
市武陵源区天子山风景区门票站紧紧握着景区工作人员的手，
感谢大家一个晚上的全力营救，让他脱离险境。

6月8日晚上7时许，天子山风景区门票站工作人员柯勇下班后
发现一辆山东牌照的私家车仍停在停车场， 而他清楚记得这辆私
家车车主是一位李姓老人，当天白天从门票站进景区游览。难道老
人在景区发生意外？ 细心的柯勇在客人车辆挡风玻璃内的一角找
到了联系电话，立即拨打了上面的电话，得知客人在天子山老屋场
一处未开发游览区迷路，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柯勇一边安慰老人，一边把情况上报天子山派出所与天子
山景区管理委员会。 派出所与景区管委会立刻派出10多名警员
和工作人员兵分两路展开救援，由于景区地形复杂，老屋场村
民陈克学、刘娟等得知情况后主动参与协助救援。

大家按照客人发过来的微信定位进行比对分析， 基本掌握了客
人大致方位。大家一边搜寻，一边朝着山下喊话，晚上11时许，终于在
离山顶300米的半山腰里听到了迷路客人回应。 其所在位置林木密
集，杂草丛生，地形相当险峻；加上白天下了雨，山里泥土松软，石头
湿滑，救援人员与被救援人员都处于危险境地。

“一定要尽快找到老人！ ”民警谷承明、村民陈克学两人从
山顶一边朝着迷路客人喊话安抚，一边冒着生命危险朝着前方
爬去。 两人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才到达李姓老人身边。 后通过联
系，另一路救援人员带着救援食物也赶到现场，给老人补充能
量后，大家搀扶着老人下山。

第二天早上，天空露出鱼肚白，迷路老人终于回到了天子
山门票站。

东安消防紧急救援转移90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联波 张斐然 杨艳朋

“早上8时， 水快涨到二楼了……” 6月9日， 东安县烟草
专卖局职工蒋亚平被消防人员救援出来后， 仍心有余悸。

6月9日清晨5时至上午9时， 东安县遭遇暴雨袭击， 县城
降雨量152毫米， 致城区部分地段严重内涝。

上午8时起， 东安县消防大队接到报警后， 消防指战员迅
速赶赴各受灾现场。

8时15分， 东安县烟草公司家属区水深达2米多， 消防指
战员根据现场情况， 先从安全地带搭架救援拉梯至一栋家属
楼， 将15名被困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同时， 消防指战员与
县人武部联系， 调用民兵应急分队皮划艇， 救援另一栋家属
楼内的被困群众。 家在4楼的88岁邓淑姬因病不能行走， 救援
人员用竹椅抬着老人， 把她转移到皮划艇上。 到12时， 消防
指战员救出37名被困群众。

8时20分， 另一队消防指战员赶到东安县老火车站家属
区， 背出40名群众和4名儿童。

8时27分， 在东安县司法局旁的老城区， 消防指战员涉水
背出一对母子。 9时56分， 在东安县加州首府小区， 消防指战
员通过切割机破拆， 救出被困的一对90多岁老夫妻。

当天， 东安县消防大队共救出90名被困人员， 帮助群众
转移、 保护财产价值70多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柳佳钊

“村里终于有‘环线’啦！ ”6月3
日，湘阴县金龙镇望星村村民期盼多
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岳阳市派出的人
居环境整治驻村工作队队长廖亚辉
和队友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该村新
修的4.15公里长的北环线完成道路
油化，将金龙示范片南北环线衔接成
圈。

还有更让村民欣慰的喜事。村党
总支书记周光耀介绍，自从村里来了
工作队，拆除了村里所有“空心房”，
修建了4个文化小广场，规范了“垃圾
分类”， 还兴办了中药特色种植合作
社……美丽乡村处处皆景，不少村民
脱贫致富，村民对工作队竖起了大拇
指。

望星村曾经是镇上的“后进村”。
邻村早有“南环线”，该村村道是泥巴
路，房屋也不雅观，垃圾全靠风刮，产
业更难起步。今年2月，岳阳市住建局

建设市场管理科长廖亚辉与同事付
文峰、 张栎组成工作队驻村入户，深
入调研问计。 群众反映最普遍、最迫
切的是“要致富，先修路”。

“市派工作队能起作用吗？ ”群众
开始并不支持，都在观望。 工作队在
村里“安营扎寨”，积极争取县镇两级
财政支持，发动乡友乡贤筹集建设资
金1000余万元， 以修北环线为突破
口，还完成骨干山塘清淤、生态护坡；
清理转运垃圾达到960吨； 新栽植苗
木1800株……

路通了， 乡村面貌大为改观，群
众眼见为实，慢慢信服。 拆“空心房”
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集中攻坚的重
中之重，工作队队员乘势而为，带领
村党员干部上门一次次讲政策、做工
作，村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逐步提高。望星村委会主任朱少丰十
分佩服：“去年我们共拆了18栋‘空心
房’，今年工作队领衔拆除56栋‘空心
房’。 ”

“建设美丽乡村需建立长效机

制。”廖亚辉领着记者看变化。村民易
国祥家门口配备了3个垃圾桶， 让人
觉得新奇。 易国祥解密道：“分别装可
回收垃圾、 不可回收垃圾和有毒垃
圾，大家再不乱扔垃圾了。 村里每月
都有‘最美家庭’评比，谁家都不甘落
后。 ”

美丽乡村建设也带动了“美丽经
济”。 青山绿水环抱之中，金龙中药材
特色产业基地，白芍等经济作物涨势
喜人。贫困户黄羲与几位乡亲在忙着
除草。 黄羲介绍，市派工作队与镇村
两级共同推动，望星村引进福邦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成立合作社，流转村集
体土地和拆除“空心房”复垦的1793
亩土地种植经济作物，村民不仅获得
每亩每年流转租金650元， 又能在家
门口打工，还可入股分红。

如今，望星村正在建设福邦研学
游、香山湖亚健康疗养中心等休闲旅
游项目，且来势很好，引来一波又一
波参观者，昔日“后进村”变身“先进
村”。

� � � �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欧阳友忠 单明海）“南风之薰
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6月9日，宁远县
九嶷山，260名身着汉服志愿者在舜
帝陵前朗读《南风歌》。 当天，第五届
世界儒家文明大会暨中华儒学代表
大会在九嶷山举行开幕式，世界儒学
联合会主席、中华国学联合会主席陈
建云携海外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舜帝是中国上古时代三皇五帝

之一， 开创了中华道德文明。 其首
倡的德、 孝、 仁、 诚的道德文化与
炎帝所创的农耕文化、 黄帝所创的
政体文化， 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重要母源。 其身体力行的“勤民事、
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 的德政
实践，千百年来为华夏子孙所敬仰推
崇。 九嶷山舜帝陵作为祭祀朝圣之
所 ， 历代香火不绝 。 此次大会以
“弘扬虞舜文化、 继承舜帝精神、 传
承优秀传统、 构建和谐社会” 为主

题， 来自国内外中华儒学方面的50
余名专家、 学者和150名儒学爱好者
在这里共同探讨中华国学与儒家文
明的精神意义。

据了解，为继承、弘扬舜帝道德精
神与儒家文化活动， 架起九嶷山走向
海外的桥梁， 第五届世界儒家文明大
会落地宁远， 标志着宁远县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 提高了宁
远九嶷山的全球知名度，也让“中华道
德文明发祥之地”声名远播。

安化《黑茶印象》
文旅演艺项目签约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周云峰 刘刚贵）6月5日，《黑茶印象》 文旅演
艺项目在安化签约。

据了解， 《黑茶印象》 文旅演艺项目
由湖南华莱和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联手， 斥资1.5亿元， 在安化万隆黑茶文化
广场兴建“黑茶印象” 演艺中心， 并打造
国内首个实景黑茶演出。 该项目通过与国
内外知名导演及文化艺术创编团队合作，
深度挖掘梅山文化精髓， 吸纳黑茶制作工
艺的原生态歌舞， 创新编排手法， 融合舞
台声、 光、 3D成像等高科技手段， 在神韵
梅山的山水间呈现经典安化黑茶故事。 演
出以章节式呈现， 时长75分钟左右， 初步
预计在2020年国庆期间首演， 力争打造成
全国独一无二的茶旅文化视听盛宴， 让安
化黑茶这张世界名片越来越响， 吸引全世
界游客了解安化黑茶、 关注神韵安化。

这部讲述安化黑茶故事的视听盛宴，
由我国实景演出知名人士梅帅元执导， 这
是他执导张家界 《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
和常德 《桃花源记》 后的又一山水盛典。

缅怀树湘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通讯员 熊冰俏

记者 李治） 端午期间， 中国工农红军湖南
长沙陈树湘红军小学学生和树湘公益组织的
志愿者们自发来到长沙县福临镇文化站， 缅
怀为新中国建立英勇献身的陈树湘烈士。

在陈树湘烈士雕像前， 红军小学师生和
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敬礼并鞠躬。 在现场， 树
湘公益组织的志愿者王贞瑾深情讲述陈树湘

“断肠明志” 的故事， 感染了前来追思的每
一个人。

学生们纷纷表示， 要学习陈树湘烈士的
忠诚报国和坚韧不屈的精神， 并志愿加入树
湘精神的宣讲团队， 继承先烈遗志， 为祖国
作出贡献。

今年5月， 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
会公布了2019年全国最新红军小学名录，
长沙县福临镇福临铺中心小学获“中国工农
红军湖南长沙陈树湘红军小学” 命名。

“新桃源·奋斗美”
系列活动举行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彭艳 张雅兰）6日上午，桃源县第二届“新桃
源·奋斗美”系列文体活动在该县文体中心拉
开帷幕。

去年，桃源县举办了首届“新桃源·奋斗
美”文体活动，覆盖城乡、精彩纷呈，展现当地
多元文化魅力，展示全县文化建设成果。今年
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桃源县“奋斗新
三年，挺进十强县”关键之年。为此，该县创新
内容与形式，举办新一届“新桃源·奋斗美”系
列文体活动。 这次活动包括优秀文艺节目展
演、戏剧曲艺创作、第二届体育运动会、“我追
梦·我奋斗” 演讲比赛、“鼓书传唱家庭美”惠
民送演、“桃源历程”摄影作品展等，全面展示
新时代桃源新形象、新风采、新成果。 活动注
重原创，注重群众广泛参与，将持续到12月
底。

� � � �湘乡市全面启动综合治理,水府庙水库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水质长年稳定
在Ⅲ至Ⅱ类标准———

一汪碧波映青山

湘阴望星村改村容、树新风、兴产业

昔日“后进村”变身“先进村”

杨梅熟 果农富
6月9日，宁远县中和镇萝卜园村，游客在体验采摘杨梅的乐趣。 近年来，该村利用高山资源，走农旅融合发展之

路，种植的数百亩东魁杨梅年产鲜果超过1000余吨，仅销售杨梅一项，村人均就有8000余元收入。 乐水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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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区实施
健康扶贫支医工程
52名医疗专家组团下基层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刘旺） 近日， 长
沙市望城区启动“健康扶贫支医工程”， 区内52名中级以上职
称的医疗专家下基层， 联点136个村卫生室， 将专业的诊疗服
务送至居民家门口。

据了解， 该工程通过联点联片、 分片包干的形式开展相
关医疗支援活动， 区、 镇、 村三级联动， 区属医疗卫生单位
委派业务素质好的专家， 联同乡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 联
点村卫生室， 实施一对一联点帮扶， 通过业务指导、 团队义
诊、 专家巡诊、 宣传教育等方式， 规范村卫生室医疗行为，
做实家庭医师签约服务， 从而达到提高村级医疗服务能力和
服务质量、 减轻贫困群众医疗负担的目标。

望城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李国军介绍， 开展健康扶贫支
医工程是望城区进一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增强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将推动家庭医生团队以
更高的服务水平和质量， 提供百姓认可的签约服务。

第五届世界儒家文明大会在宁远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