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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振平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霄

日前，在省定贫困村隆回县周旺镇杨
岭村， 一条从黄泥畲组至杨家梅子口、长
2.6公里的公路建成通车了。 走在宽阔平
坦的公路上，回想修路的艰辛，村民们激
动不已，有的喜极而泣。

黄泥畲组位于周旺镇南面，一座叫老
龙界的山横亘北面，阻隔了该组与镇上的
联系。 站在山上，可望见热闹的周旺镇集
镇。但要去镇里，得往南绕道而行。翻过老

龙界，打通通往集镇的“天路”，是黄泥畲
人的梦想。

为了修筑“天路”， 黄泥畲人团结起
来，李德明、李成豺等村民主动担任主事
代表，李石桥、李升等年轻人帮忙宣传发
动。 2016年9月26日，确定了黄泥畲至老
龙界山顶山里坳公路路线；9月28日，挖
掘机进场施工。 大家还达成共识：从长远
着想，修6米宽的大马路。

为修好这条路，村民一天筹集建设资
金6.2万元。 沿线田、土、山，先占用后谈补
偿。

10月7日，只用不到10天，长680米、
宽6米的“天路”南段初步建成。 但山的另
一面是邻村的地界。 为了早日建成“天
路”，村民及在外工作、关心家乡建设的老
乡来回奔波， 先后36次与邻村沟通协商。
他们在老龙界北麓荆棘遍地、茅草丛生的
小径上穿行，鞋破了，衣被挂烂了，日晒雨
淋、昼出夜归，受得气、耐得烦，不达目的
不收兵。

因一山之隔，田土不相连，无法置换，
只得用货币补偿。 黄泥畲组的人不等不
靠，再次行动起来，勒紧裤带筹集了23万

元。 在南线毛路完工一年后，北线开工建
设。

黄泥畲组村民自发修筑“天路” 的
壮举， 得到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县委、县
政府及县交通运输局、县扶贫办、周旺镇
的领导多次前来实地调研， 帮助解决困
难。

去年底， 在县驻村帮扶工作队帮助
下，“天路”全线硬化项目立项、招标。今年
4月12日，投资109万元的硬化工程开工。

如今，“天路”通了，从黄泥畲组到镇
上比原来近了约5公里， 开车由半个多小
时缩短至不到10分钟。

路通了， 村民脱贫致富的劲头也足
了。 一些人发展农牧业，也有人搞起了竹
木加工业， 还有人在老龙界栽花种草，发
展乡村旅游业……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孙兴山

6月4日晌午，炽热的太阳搅“热”了兴
旺塔村产业示范园，100多个大棚西瓜经
过“金主”环环审批后即将等待装车。

兴旺塔村曾是桑植县澧源镇的五个
贫困村之一，产业薄弱、基础设施差。脱贫
攻坚战打响之后，在镇党委和后盾单位的
共同努力下，该村于2016年顺利脱贫，但
他们并未因此止步。

“想要老百姓的钱袋子鼓，发展要长
久吶 !” 澧源镇党委书记王玉成说， 一
定要把发展产业定为兴旺塔村发展的长
久之计。 在通过挨家挨户做工作到流转
土地、 平整地块等， 最终建成投资
2000余万元， 规模达500余亩的现代农
业产业示范园。 2017年7月， 兴旺塔村
与张家界龙头企业绿航果业有限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 园里的水果们纷纷找到了
“金主”。

常驻村里的技术人员孟师傅介绍，示

范园里现种植水果500余亩， 包括100余
个西瓜大棚，以及桃子、柰李、猕猴桃、葡
萄、柑橘等水果品种，“质量上乘，市场肯
定不会错。 ”

市场好了， 老百姓的收入也渐渐多
了。 目前，兴旺塔村农业产业示范园可带
动60余人就业， 每人每年会有2.4万元的
收入。 除此之外，总额达20万元的土地流
转资金也成了当地老百姓的收入之一。

“工资加上土地流转租金， 今年得
有3万元收入。” 盘算着今年的收入， 兴

一组村民王远进笑得合不拢嘴。 他曾是
村里有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身体状况
不佳， 干不了重活， 但一直对果木种植
有兴趣， 于是在村里的帮助下积极参加
了镇里和绿航果业组织的技术培训班。
如今， 他已成为示范园里固定的技术人
员之一。

与此同时， 澧源镇做足长远规划，
即充分发挥兴旺塔村毗邻县城的区位优
势， 不断完善相应的旅游休闲观光体验
项目， 让住在城里的居民有机会贴近农
村， 感受农业。 做到第一和第三产业有
机结合， 延长产业链条， 进一步为村、
为群众致富助力， 把兴旺塔村打造成乡
村振兴的示范点， 带动全镇各个村实现
新的跨越。

告别麻将扑克， 告别婚嫁大宴
新风劲吹杏子铺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肖展发

初夏的黄昏还有些清凉， 夕阳余晖笼罩着大
地， 凉亭中、 广场上， 人们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
有的跳广场舞， 有的下象棋， 欢声笑语不断。 6月3
日， 记者在双峰县杏子铺镇梓园村见到了这样的温
馨画面。

“村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 告别打麻
将、 玩扑克等陋习， 有了更健康的集体活动， 反而
更能贴近彼此。” 杏子铺镇党委书记王景华说， 随
着移风易俗的深入推进， 该镇村民慢慢改变观念，
从不理解到理解， 从不支持到支持， 自觉破旧俗，
带来阵阵文明之风。

5月中旬， 梓园村村民肖光胜的女儿即将出嫁，
不少热情的邻里乡亲拿着红包前来祝贺， 却被肖光
胜一一“拦” 在门外， 他指着门前的“安民告示”，
笑着为大家解释：“我嫁女儿不收彩礼、 不收红包、
不摆酒席， 不搞旧时候的大排场， 把省下来的钱
给他们两口子的未来做打算。 谢谢乡亲们的好
意！”

大家这么一听， 觉得确实有道理， 大操大办不
仅造成了铺张浪费， 而且会助长攀比之风。 不久
前， 村民肖双良为女儿女婿举办结婚宴， 只摆了两
桌酒招待远方来的亲戚， 当地人把送礼喝喜酒换成
了真挚的言语祝福。

一个村民带动十个村民， 一场宴席影响十场宴
席， 节俭养德、 文明办酒的新风尚在杏子铺镇的乡
间蔓延。 去年， 杏子铺镇出台了 《推动移风易俗立
文明乡风活动实施方案》， 印制移风易俗倡议书2万
多份， 发放到全镇农户手中； 制定 《红白理事会章
程》《红白事操作细则》， 实现村级红白理事会全覆
盖。

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 祭扫雅办， 乡风文明描
绘出杏子铺镇的美好生活图景。 截至目前， 全镇
42个行政村， 村村制定了移风易俗的村规民约，
助力新风深入人心。

永州“双河长制”
进“百校千村”宣传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刘跃兵）“如果没有电
灯，我们可以点蜡烛……但如果没水，却无法替代……
让我们从身边的事做起，争当民间小河长……”日前，永
州市“双河长制”进“百校千村”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永
州八中唐小涵同学向全市中小学生发出倡议。

2017年，永州率先在全省推行“双河长制”，充分发
挥民间河长监督员、信息员、传播员、作战员的作用，为
全省组织开展民间河长工作提供了典型经验。 永州“双
河长制”治水模式被评为全省第三批生态文明改革创新
案例，在全省推广。

加强河流生态环境保护， 巩固提升河长制工作成果，
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 为此，今年永州
市开展“双河长制”进“百校千村”宣传活动，通过民间河长
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把河流管理保护成效、节水意识、
垃圾分类意识等内容进行传递，使得人人都意识到为什么
要保护河流、了解到保护河流的途径有哪些、明白如何参与
带动身边人保护河流，进而形成人人守河、人人护河、人人
爱河的浓厚氛围，扎实推进河长制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
效”转变，共同守护好湘江一江碧水。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爸爸妈妈 ，您们在天堂还好
吗……请放心吧， 我一定照顾好奶
奶……”5月30日，祁阳县黎家坪镇十
里坪完小迎六一作文赛上，去年被评
为永州市最美孝心少年的该校13岁
学生李盼，朗读自己的作文《写给天
堂父母的信》，赢得同学们热烈掌声。

家住祁阳县黎家坪镇油塘村的
李盼，2006年4月出生。 2014、2015
年，李盼的父母先后病逝。从此，李盼
与今年91岁的奶奶相依为命。

奶奶年事已高，已行走不便，双
眼视力模糊，听力严重下降，加上痛
失儿子儿媳，情绪低落。 见此情况，
年少的李盼决心替父母尽孝， 把奶
奶照顾好，把残缺的家撑起来。

李盼特别懂事，无论寒暑，他早
上6时准时起床， 把早上和中午的饭
菜做好，接着，扶奶奶起来洗漱，喂她
吃饭。 这时，时间往往接近8时，他一
路小跑赶到学校上课。

上午一放学， 李盼立即从学校回
家，把早上做好的饭菜热一下，喂奶奶
吃完饭，然后扶奶奶上床午休。奶奶午
休时，李盼抓紧时间给奶奶洗衣服，清
扫房间，再回到学校上下午的课。

每当奶奶遇到不高兴的事，李盼
耐心地开导奶奶， 让奶奶心情好起
来。 而自己要是受了委屈，也不会在
奶奶面前表现出来，怕她担心。 奶奶
经常生病，李盼就请邻居帮忙，送奶
奶去医院。

对李盼的一举一动，邻居们看在
眼里，赞在心里。李盼在学校上课时，
大家就主动过来陪李盼的奶奶，有时

还给李盼的奶奶洗澡。
李盼的故事被祁阳县学雷锋文

明号、义工协会等爱心组织和爱心人
士知道后， 大家逢年过节带着米面
油，来慰问李盼和奶奶，当地政府也
尽力照顾他们。李盼的奶奶刘顺英对
记者说：“虽然我眼睛看不清楚了，但
是心里亮堂着，很感谢大家的关心。 ”

记者看到，李盼的房间里摆放着
两张床，原来，李盼和奶奶住在一个
房间。 李盼告诉记者，这样，奶奶就不
会孤单，也方便晚上扶奶奶上厕所。

忙完家务，已是晚上8时，李盼打
开书本复习功课，奶奶则安静地坐在
他身后陪着，好一幅温馨的画面。 李
盼的班主任老师刘五一向记者介绍：
“李盼学习很刻苦， 各科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他还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同
学。 ”

千年钟乳石有了二维码名片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李远明）

“定海神针是黄龙洞内最高的石笋，它高达19.2米，在这
里已经挺立20万年……”近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黄龙
洞景区内，来自怀化的游客徐婷一边通过景区的二维码
名片获取景点介绍，一边自由自在地漫游拍照。

黄龙洞景区已经完成主要景点的二维码标识，游客
只需用手机扫描标识牌上的二维码，就能获得景点的图
文及视频资料，能够轻松享有导航、讲解、分享功能，极
大地方便自助游客。 同时，黄龙洞景区还将在二维码名
片的基础上，推出无线同传语音导游系统，充分发挥现
代科学技术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助推作用，全力构建以
服务游客为核心的智慧旅游体系。

黄龙洞景区是全国35个王牌景点之一， 拥有石乳、
石柱、石笋、石幔、石琴、石花等形态，有“地下迷宫”之美
称。 据专家考证大约3.8亿年前，黄龙洞地区是一片汪洋
大海，经过漫长年代开始孕育洞穴，直到6500万年前地
壳抬升，然后经岩溶和水流作用，便形成今日地下奇观。少开会 多下乡

桑植县党员干部下乡开展
脱贫攻坚清零行动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王辉）
“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行动。” 近日， 在桑植县廖家
村镇会议室， 一名县领导在言简意赅强调工作重点
后， 宣布散会。 随后， 该镇全体驻村工作队、 村支
两委干部， 参加“两项帮扶” 的党员干部、 职工按
照要求， 立即开始进村入户， 开展扶贫领域系列问
题大排查、 大整改、 大清零。

据了解， 此次桑植县开展脱贫攻坚清零行动，
不召开全县性动员大会、 不层层转发文件， 而是要
求党员干部直插基层、 走村串户， 全面开展“回头
查”， 确保不漏一村、 不漏一户、 不漏一事， 实现
户清零、 村清零、 事清零。

今年以来， 该县认真对表对标省委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20条要求， 从考核“减负” 管起， 从
会议“减肥” 抓起， 从文件“瘦身” 做起， 着力为
基层松绑减压， 让干部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抓工作落
实上。通过确定“无会周”“无会月”、汇报发言不超过
5分钟、 专项报告不超过2000字等实实在在的举
措， 切实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为
基层减负立规矩， 为实干撑腰出实招。

通过“不到县里开会， 到村里走访” 的形式，
桑植县以实际行动发现并解决了大批扶贫领域存在
的问题。 其中， 全县已排查易地扶贫搬迁项目157
个， 覆盖面达98%。 发现问题800个， 已整改到位
360个， 其余问题正在整改； 排查23个乡镇农村危
房改造问题458个， 整改到位392个， 66个问题正
在整改中。

“天路”通了 村民乐了

西瓜熟了 果农笑了

父母相继离世，今年13岁的他替父母尽孝照顾奶奶———

小小少年撑起残缺的家

� � � � 6月13日，洞口县古楼乡古楼村， 村民在山间放羊。近年，该村驻村扶贫工作
队结合山区实际，引导村民发展茶叶、油茶、药材种植和牛、羊等养殖业，实现在
家门口增收致富。 滕治中 曾洪源 摄影报道

羊儿壮 收入增

邵阳举办酿酒行业
“宝庆工匠”竞赛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
伟 通讯员 谢长青）为建设一支高技能的酿酒人才队伍，
振兴湘酒产业，6月12日至13日，邵阳市在湖南湘窖酒业
有限公司举办酿酒行业“宝庆工匠”竞赛，当地酿酒行业
近60名职工参赛。

比赛分为酿酒竞赛和品酒竞赛两组， 其中品酒竞赛
又分为专业组和职工组。经比拼，来自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的李应勤、陈小艳、叶小军分获酿酒竞赛、品酒竞赛专业
组、职工组一等奖，被授予“宝庆工匠”称号。参赛选手表
现优秀、符合条件的，将由邵阳市人社局授予“技术能手”
称号。

锁石镇“禁”出文明新风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赵冠豪）

“从今天开始，不管是镇里开会，还是村里开会，请自带
水杯，不得使用一次性水杯。”6月5日，双峰县锁石镇以
拒绝一次性水杯为契机，吹起文明乡风。

去年底以来，锁石镇就在全体干部职工中禁止使用
一次性水杯， 但对部分村干部来说， 还是有些不习惯：

“原以为只是提倡自带杯子，没想到是动真格的。”尽管
会前提前通知，还是有些人没有自带水杯，只能忍着口
渴。

锁石镇将乡风文明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紧密
结合。开会多讲“普通话”，少讲“空话套话”；为文件资料

“瘦身”，为干部减负；拒绝使用一次性制品，节俭办公、
节约能源；将禁燃禁炮和禁塑纳入干部管理和党员积分
制管理。

“拒绝一次性制品，将为全镇减少一半以上的垃圾。
现在全镇23个行政村有22个村基本实现了垃圾统一拖
运处理或者分类处理。”锁石镇党委书记欧阳鸿政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