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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翁灵娜 李耀湘

“石鼓不响”，简单4个字，描
述了湘潭县石鼓镇经济发展的薄
弱基础， 也道出了该镇党委书记
周海洋几年来的心病。

“要让贫困户实现长效脱贫，
脱贫不返贫， 石鼓镇究竟应该怎
么办？ ”周海洋一直在思考着。 他
明白，这是全镇1477户（3998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生存之问，也
是石鼓镇冲出阴霾实现乡村振兴
的发展之问。

问计山水资源,生态
旅游助脱贫

石鼓镇如何发展？ 秀美山水
中隐藏了答案。

6月下旬，雨后初晴的昌山雾
气缭绕。 记者在山路上遇到了赶
集回家的石鼓镇铜梁村田家组村
民欧阳稳定。 因为山路泥泞陡峭，
他不得不加大马力轰着摩托车上
坡。

“山路崎岖难行,怎么不搬到
山下去？ ”记者问。

“山上生活虽然艰苦，但是环
境好。 ” 欧阳稳定说，以前，家里
的日子过得挺紧张，3个儿子要读
书，又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是镇
里的扶贫对象。

随着石鼓镇近年推进旅游兴
镇,游客日渐增多，山上村民家的
鸡鸭牛羊和土特产随之走俏。 欧
阳稳定家中种了几亩田， 养了鸡
鸭，还有几头牛和十几只羊，山脚
下开了个油榨坊，粗略估算，一年
经济收入现在可达7万元。

受益于山水的还有石鼓镇顶
峰度假村的吴菊应。2006年，吴菊
应夫妇俩在该镇顶峰山上开起了
全镇第一个农家乐， 用山里的土
鸡、腊肉、无公害蔬菜接待四方游
客。 问及年收入多少时，吴菊应骄
傲地说：“30万元还是有咯。 ”

近年来， 石鼓镇依托秀美山
水，发展乡村旅游,已连续举办了4
届“无限风光在顶峰-石鼓·顶峰
之旅”活动，让石鼓镇名声大噪。
去年, 该镇旅游综合收入近1500
万元,其中，石鼓镇本土的农副产
品销售额达380万元左右。

问计传统优势,依托
产业带就业

石鼓油纸（布）伞制作工艺，被
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
录。 石鼓镇面向传统文化、传统产
业求解“脱贫之法”，着力打造油纸
（布）伞产业链，以产业带脱贫。

石鼓镇歇马村赵金兰家，是
镇上较大规模的精准扶贫旅游伞
制作基地，专门制作油纸（布）伞

的骨架部分。 目前，已经带动了周
边100多名妇女就业，为20多户贫
困户解决了生活问题。 赵金兰给
记者算了笔账：“厂里采用的是订
单加工， 工人加工多少就拿多少
钱，人均日工资30至100元不等。”

隔壁的安乐村，也是石鼓镇油
纸（布）伞制作较为集中的村。全村
有8家专门生产成品或半成品油纸
（布）伞的企业，其中宇昌伞业是规
模最大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周汉宇
是石鼓油纸伞制作工艺第五代传
承人。他告诉记者，去年10月，村里
促成了86户贫困户以每户2000元
的标准入股，按照10%的标准计算
受益。 分红的钱虽不多，但把脱贫
攻坚与传统产业发展捆绑在一起，
将贫困户嵌入产业链中，也不失为
一条脱贫致富之道。

目前，该镇共有油纸（布）伞生
产企业近20家、配件厂40多家，家庭
作坊则数量更多， 共吸纳从业人员
2000余人， 其中贫困劳动人口760
余人， 年产成品伞500万把左右，占
据了全国工艺伞三分之一的市场份
额，年创产值近2000万元。

问计时代潮流,扶贫
扶智强“造血”

“欢迎来到蜂农村哥的直播
间！ 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自酿
的野生蜂蜜枇杷膏……” 在每天

固定的时间段， 石鼓镇歇马村村
民朱春良用直播的方式， 把自家
的蜂蜜及山里的土特产推送给全
国各地的消费者。

自去年受村里扶助养蜂以
来，朱春良家里的蜜蜂已经从5箱
发展到了23箱。 今年6月，他家产
的30公斤蜂蜜，一经网上推送，很
快就销售一空。 朱春良说，今年仅
养蜂一项就可以增收两万多元。

看样学样， 村民们感受到了
电商平台的巨大作用， 纷纷将家
中的土特产搬上了互联网。 腊
肉、红薯粉、土鸡蛋、 黑山羊、茶
油……利用互联网，农家的干货、
山里的特产以及精美的油纸伞开
始走出石鼓，走向全国各地。

除了利用互联网， 石鼓镇还
有更为现代化的扶贫手段———光
伏发电。 该镇利用自身海拔高、光
照足的自然条件，分别在安乐村、
将军村、铜梁村3个原省定贫困村
兴建了光伏发电站， 安装了光伏
发电板，将光能转化为电能，进而
卖给国家电网。 这一项目每年能
为各村增收4万元。

“两天前，就有一笔1.8万元电
费到了村里的账上。 ”铜梁村村主
任杨燎原说， 村里光伏发电项目
已经产生了效益， 村民们也得到
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他感慨地说，

“时代真的是进步了！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迟德军 ） “现在你们的执法次
数虽然少了， 但指导更多了， 帮助我们
酒店提升了卫生管理水平。” 近日， 位
于常德市柳叶大道的国际大酒店总经理
办公室主任黄立平， 对上门开展业务指
导的常德市卫生计生执法局监督员王凯
说。

这是常德市卫生计生执法局创新执
法形式，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获得的
好评。 近年来，该局在确保严格、精准执
法的基础上，大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该
局杜绝“以罚代管”，由事前前置审查向事
前服务指导、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由重行
政处罚向重教育指导、督促整改转变，推

行一支队伍执法，一个标准执法，一次性
全面执法，一律着装亮证执法的“四个一”
综合执法模式，切实减少对被监管企业的
监督执法频次，严防扰企。 为避免因执法
频度降低，造成被监管企业卫生标准掌握
不清，执行卫生自检力度不足，该局采取
集中培训、上门指导、行业自管的监督管
理模式。

常德市卫生计生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局在常德市本级直接监管436家
单位。以往，到被监管单位开展日常监督、
专项监督检查和抽检等执法平均在3次以
上。 今年来，该局将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
检查、抽检“二合一”“三合一”，平均到被
监管单位次数降低到1次。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周晓鹏 彭丽丽）7月
2日，溆浦县北斗溪镇举办“脱贫攻坚
我能行”表彰大会，被评为“最美北斗
溪人”的“支教奶奶”周秀芳受到表彰。
就在前一天，周秀芳牵线援建的第18

所希望小学———北斗溪镇宝山天三希
望小学建成启用，她创设的沪杭甬（鄞
州区）研学实践基地同时揭牌成立。

宝山天三希望小学由周秀芳牵线
张刚等宁波爱心企业家和溆浦县教育
局共同筹资建设。从学校选址、建设到

教室黑板安装，周秀芳都亲力亲为。她
介绍，这所新学校教学设施先进，办学
条件达到浙江宁波鄞州区同类学校水
平。 周秀芳还表示，她将再努一把力，
募集100万元， 援建深子湖镇深子湖
教学点和沿溪乡土坎教学点。

周秀芳是浙江宁波退休教师，从
2014年开始到溆浦县北斗溪镇支教助
学。 目前，周秀芳及其爱心团队已累计
为溆浦教育捐款捐物超过3400万元。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宁乡“沙田包子”名声赫赫，湖南面点行业
流传着一句话：“十家包子铺， 八家沙田
人。 ”近日，向博士·沙田包子与湖南金健
速冻食品有限公司、湖南流沙河花猪生态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沙田
包子”将以全新面貌升级迭代，引领面点
行业新发展。

包子是宁乡沙田镇人的“心头宝”，他
们爱吃会做，也靠卖包子养家糊口，通过
长年发展逐渐形成了“沙田包子”品牌。此

次“沙田包子”携手金健速冻食品公司和
流沙河花猪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不仅保证

“沙田包子”的品质馅料，而且在制作和经
营过程中实现省时省力， 达到标准化量
产。

宁乡市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强强合
作，“沙田包子”建立了稳定的面点标准化
生产基地，拓展了沙田乡原材料集中采购
与加工业发展， 增加农副产品的附加值。
同时,助推了“沙田包子”产业发展,也给农
民带来收入。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谢璐）
在雷锋曾经工作的地方开展志愿服
务，在雷锋曾经围垦开荒的地方干农
活……近日，雷锋故乡长沙市望城区
启动“不忘初心、重走雷锋路”党员主
题实践活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

年献礼。
该活动按照“1+5+N”的思路，设

计了一条主线路、5个体验点、多项主题
活动。 党员通过“望城党建+”微信公众
号报名后，将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沿着雷锋在望城生活和工作过

的轨迹， 通过在各站点参与体验学习、
志愿服务、情景再现、知识问答等关卡，
受到一场雷锋精神的党性洗礼。

每一站均设有任务点，参加活动
的党员扫描二维码打卡后，根据手机
界面提示参与并完成任务，并上传照
片、感言等完成认证。 据了解，该活动
是望城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系列活动之一。

常德市卫生计生执法局创新执法形式

一次性执法严防扰企石鼓“响”啦
———湘潭县石鼓镇扶贫纪事

“支教奶奶”周秀芳牵线援建

第18所希望小学建成启用

“十家包子铺，八家沙田人”
宁乡“沙田包子”走向产业化发展

望城区启动党员主题实践活动

致富有“鹿”
7月2日，东安县舜管局西

岭工区银杏园鹿苑， 饲养员在
给梅花鹿喂食。近年来，东安县
发展特色养殖， 建立梅花鹿养
殖基地，通过“企业+景区+农
户”经营模式，让更多人分享梅
花鹿产业红利， 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

严洁 摄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文赟

“深圳、香港市场有机蔬菜需求量大，
赶紧发货。 ”6月29日一大早，身在广东东
莞的蔡建中发出微信，380公里外的蓝山
县塔峰镇岩口村永州神浓有机蔬菜种植
基地更加忙碌起来，当天下午，满载玉米
笋、奶白菜、豆角等新鲜有机蔬菜的货车，
快速奔向粤港澳大湾区。

年至古稀的蔡建中是泰国华侨 ，
2012年8月，受蓝山籍朋友肖贵高之邀来
蓝山游玩。 行至塔峰镇岩口村，他被这里
三面环山的谷地地形吸引， 决定来此投
资。

“这里与外界隔绝，环境条件不错，适
合种植有机蔬菜。 ”蔡建中将想法告诉肖
贵高。 两人一拍即合，4个月后流转土地
1000亩， 创办永州神浓有机农牧科研有
限公司。

荒山变菜地，比想象中要困难。 2013

年，蔡建中带领一帮人在荒山上开垦出一
垄垄整齐的菜地。 由于土层贫瘠，长出来
的蔬菜又瘦又小，难以打开市场。同时，灌
溉水源不足、病虫害泛滥、冷链物流等难
题也困扰着蔡建中。

在台湾农业专家陈迪伟博士和南京
土壤所专家的帮助下，蔡建中采取增施沼
气液和发酵畜禽粪肥料对基地进行土壤
有机改造， 搭建蔬菜大棚和育苗大棚40
个，并打下3口百米深井取水灌溉。

2016年， 蔡建中的蔬菜基地正式获
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和IFOAM有机
产品认证证书。“蓝山有机蔬菜不输任何
地方的蔬菜。”这些年，蔡建中和他的管理
团队不断创新技术方法，实行蔬菜轮作和
生态防虫，有机蔬菜品质大幅提升，栽培
面积发展到600亩，年产量由80吨提升至
150多吨，年产值达2000余万元。

蔡建中正着手拓展北京、上海的有机
蔬菜市场，并扩大有机水稻种植，建立有
机大米加工基地。

有机蔬菜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