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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聘请首届特约监察员
湖南日报7月9日讯（通讯员 艾春望 记者 李治）“希

望特约监察员们多讲真话、多进诤言、多提建议和批评，
着力当好纪检监察工作监督员、 参谋员、 联络员和宣传
员。”7月8日，长沙县监委召开特约监察员聘请会，10名来
自社会各界的代表被聘请为该县第一届特约监察员。

此次聘任的10名特约监察员聘期至2023年1月。他们
中既有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企业负责人、基
层工作者，还有机关干部、执法人员等，是经过层层推荐、
优中选优产生的。

为做好特约监察员工作， 长沙县监委出台相关办法
明确，特约监察员是县监委根据工作需要、按一定程序优
选聘请的，以兼职形式履行监督、咨询等相关职责。

“聘请特约监察员，是长沙县监委引入外部监督的一
项重要举措。”长沙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将通过邀请特约监察员列席县纪委监委会议、 召开调研
座谈会等方式，增加他们对纪检监察工作的了解。

湖南日报记者 罗毅 通讯员 胡纯亮

当年，他们怀揣梦想走进军营，后来痴心
不改回到地方。如今，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
为着同一个梦想而奋斗。

近年来， 永州市零陵区不断创新工作方
法，积极为退伍军人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有
效激发了他们爱国爱家激情。 广大的退伍老
兵正成为当地全面小康建设的先锋队和生力
军。

“水果夫妻”的小康梦
盛夏时节， 记者走进位于零陵区接履桥

镇的零陵古村农业产业园， 只见一颗颗红彤
彤的蜜桃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前来采摘
的游客络绎不绝。

“这是我们经过多年改良的‘脆蜜桃’品
种，口感好，味道正，非常受顾客欢迎。”正在
园里采摘的退伍老兵江长德向记者介绍。

江长德是零陵区富家桥镇灵仙观村人，
1997年从部队退役，2008年和妻子一起回乡
创业。

“当时的想法，就是想在农村闯出一片新
天地。”能吃苦、能战斗，是贴在退伍老兵江长
德身上最显著的标签。脱下军装，江长德身上
依然深深镌刻着军人的烙印。没有资金，没有
技术， 江长德夫妻俩硬是用自己坚强的意志
和决心趟出了一条通途。

10年来，夫妻俩荜路蓝缕，一步一步打造
了现在这个占地面积达2000余亩， 集苗木培
育、水果种植、采摘体验、观光旅游于一体的
零陵古村农业产业园。 公司生产的水果和果
制品远销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地，零陵古
村农业产业园成为零陵区乃至永州市最大的
农业孵化基地。

果园越做越大， 江长德夫妻俩也成了当

地声名远扬的“水果夫妻”。但夫妻俩还有一
个更大的梦想， 就是带动周边的乡亲们一起
实现小康梦想。“我们成立了一个合作联社，
又带动发展了20多家合作社， 免费提供种苗
和技术， 已经有1000多名贫困群众通过种植
水果实现脱贫。”江长德说，“我希望尽一个老
兵的微薄之力， 真正把果树变成老百姓的摇
钱树。”

“老兵支书”誓拔穷根
从零陵区富家桥镇镇上出发， 沿着风光

如画的贤水河再往大山深处走数十公里，就
到了“老兵支书”陈锦贤所在的零陵区富家桥
镇茶叶湾村。这里风光秀美，山水旖旎，却是
省级贫困村。

2017年， 还在广东经商的陈锦贤接到富
家桥镇党委书记唐海军的电话：“现在村里换
届，你作为一名退伍军人，能不能回来，带动
老百姓一起发展？”

陈锦贤当时在东莞开一家弹簧厂， 还经
营着一个湘菜馆，年收入上百万元，回来肯定
要牺牲很多。但转念一想，如果能利用自己的
经验，带动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这也算是大
功一件。

从商人到村支书，陈锦贤的身份变了，但
他身上那股军人作风始终如一。 他发誓要让
这个穷山沟变个模样。

茶叶湾地处大山深处，方圆近80公里，辖
2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986人。头两个月，陈
锦贤就走遍全村所有59户212名贫困户。随后
的两年间， 当地政府为陈锦贤工作创造条件,
支持他带领群众向贫困发起挑战。 基础条件
落后，他就千方百计争取项目资金，带领群众
硬化路面6.88公里，实现了硬化路“组组通”。
为方便群众办事， 他依靠当地政府建好村级
综合服务平台， 为813名群众接通自来水。此

外，还把28户贫困群众搬出大山，住进新房。
目前，他们以村合作社、贫困群众入股的

形式，正在发展黑山羊养殖。还准备招商再建
设一个竹艺加工厂，安排近30名贫困户就业。
2018年， 茶叶湾村被区镇两级评为脱贫攻坚
先进村，陈锦贤也被评为全区“最美扶贫人”。

“黄老虎”危难显忠诚
退伍军人黄超富，在零陵区珠山、水口山

一带几乎家喻户晓。
黄超富1976年进入海军部队，1995年转

业回到家乡永州零陵区。他从基层民警干起，
先后在附近的石岩头镇派出所任所长、 珠山
镇派出所任教导员。

他处理过众多警情， 狠狠地打击了当地
的黑恶势力，因此获得“黄老虎”的称号。

珠山矿产多，纠纷更多，黄超富一回到地
方， 就参与了数次矛盾纠纷的调处。“一次我
们村和别的村起了纠纷， 两边的人都拿出鸟
铳，眼看一场‘大战’就要发生，闻讯赶来的黄
超富一个箭步冲到两拨人中间。”时任珠山镇
坦夫村党支部书记的黄忠义回忆， 正是黄超
富挺身而出，镇住了剑拔弩张的双方，使双方
的矛盾最终得到化解。

去年8月，黄超富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国
家某重点试验平台救援工作，因此获得“时代
楷模”的光荣称号。

零陵区委常委、 区人武部部长王建武介
绍，目前零陵区一共有退伍军人2.1万多名，他
们分布在各个岗位。“在部队时是铁骨铮铮的
军人，退伍后立志建设家乡，在脱贫攻坚、园
区升级、乡村振兴等全区经济建设主战场，以
及抗洪抢险、森林防火、疏导交通等各个急难
险重领域，践行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的庄严承诺，为地方发展贡献着自己的
一份力量。”

老兵，一片初心为乡亲
———永州市零陵区退伍老兵建设家乡走笔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假期要到了， 王鹏给湖南工艺美术
职业学院雕刻专业的学生， 又送来一批
冰碛岩。 王鹏是湖南秋忆浓冰碛岩工艺
材用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与湖南工
艺美术职业学院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已近
3年。7月1日， 记者在工艺美院的校园里
见到王鹏时， 他正和该校校企合作处的
刘洪老师组织人员把岩石运到玉石雕刻
工作室。刘洪建议记者去工作室看看，他
说那里既能培养学生， 又能赋予企业创
新动力。

玉石雕刻工作室在工艺美院一座小
山坡之上，房子如同教室大小，室内摆放
着数十台机床，十余名学生正在各自的操
作平台上忙碌，或用机器打磨石头，或在
水龙头下冲洗成品。新到的冰碛岩引起了
他们的注意，大家围了上来，挑选中意的
原材。刘洪说，2012年，学校牵头成立了益
阳市工艺美术协会，一些地方企业陆续入
会，同年，学校成立校企合作处。这几年 ,
学校的生源越来越宽，学生作品的质量也
大大提高。

刘洪向记者介绍时， 王鹏正在看学生
们的作品，他一件件拿起来观看、摩挲，有
时发出轻微赞叹。2016年， 王鹏与工艺美

院签订《技术开发合作合同》，作为甲方，王
鹏负责向乙方提供原材料和实习岗位，同
时， 他可以将师生的创意运用到工厂的新
品开发之中。

“产学研对路，石头也能‘开花’。”放下
一枚饰件，王鹏说道，2014年，他涉足冰碛
岩工艺材用品开发，起先只有不到10种产
品，如今产品线大大丰富，饰品、茶具等工
艺品已经超过300多种。今年,他参加了省
委宣传部组织的“马栏山杯”文化创意设计
大赛，上报了《梅王宴酒》《傩王壶》等7件作
品，与此同时，公司的营收也在稳步提升。
他十分感谢学校的支持。

刘洪闻听，谦虚地摆摆手，他说双方
合作顺利，其实源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挖
掘本土的自然资源，呈现地方特色文化。
玉雕工作室只使用两种岩石， 一种是安
化的冰碛岩，另一种产自桃江。他觉得冰
碛岩是上天赐给安化人的礼物， 其富含
锌、硒等微量元素，是特别稀有的石种。
他曾用冰碛岩打磨的茶壶泡茶， 十余天
后，茶叶也不馊。

“真的吗?”一位外省的同学接过老师
的话，“我一定要自己打出一把冰碛岩的茶
壶，送给爱喝茶的爸爸。”刘洪和王鹏相视
一笑， 他们最希望的就是益阳特色的文创
产品有一天遍布全国。

产学研对路 石头能“开花”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
员 张姿娟）7月的浏阳大围山已进入水果
成熟季， 记者在大围之珠专业种养合作社
的标准化果园内看到， 新培育的黄桃树硕
果满枝，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这得益
于3年前实行的标准化提质改造， 果园从
上海引进的黄桃等新品种， 在大围山脚下
扎根陆续产果。

大围山镇金钟桥村， 浏阳河源头的
大溪河畔，一片现代化的果园格外打眼。
与一般的果园不同，这里搭建了3米多高
的钢架薄膜大棚，棚里各种果树种成Y字
型，果树的行距约4米，树下接了水管，果
树松土、开沟、施肥、剪草等均可实现机
械化操作。

2017年， 大围之珠启动标准化提质
改造，从上海引进新的果树品种，从陕西

大荔县请来了有30多年果树种植经验的
党师傅， 培育新品种， 推广新的种植模
式。100余亩果园分批种植了1万余株黄
桃、李子树苗。经过近3年的培育，第一批
20亩黄桃树已经产果， 亩产黄桃2000多
斤。 余下的80余亩果树将在未来一到二
年陆续产果，届时100余亩果园将产果40
万斤左右。

“大围之珠是社会资本投资农业最典
型的案例， 同时也是大围山水果种植技术
集成示范点。”大围山镇水果产业办主任宋
新丰介绍说， 大围山水果种植面积2.5万
亩，年产水果800万斤，产值8千多万元。近
年来，大围山水果种植产业在品种更新、技
术创新、优质高产、绿色生态上做文章，引
导种植户更新品种，改进栽培技术，促使水
果品质不断提高，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浏阳大围山进入水果成熟季
标准化果园结出生态水果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王峰）今天，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 洞庭湖畔画坛岳家军迎来了一次百家
争鸣、百花齐放。100多位艺术家共同参与
岳阳市优秀美术作品展览， 以形与色的艺
术形式展现发展变化、讴歌时代风貌、弘扬
优秀传统，向祖国生日献礼。

此次展览由岳阳市文旅广电局、 市文
联主办。 岳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李占卿介
绍， 此次展览是岳阳市5年一届最高规格
的美术作品展览， 最终有163件作品成功
入选，作品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版画、

雕塑、陶艺等中西方绘画形式，呈现出百花
齐放的喜人势头。

走进岳阳市美术馆展厅， 参展作品涵
盖山水风情、人物历史等题材，反映了新中
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涌动着艺
术家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之情。

“新时代给艺术家提出更高的要求，新
时代也需要艺术家描画状摹。” 参展画家、
岳阳市美术馆馆长戴剑期许， 画坛岳家军
可继续开拓艺术的广度、深度和高度，更好
深入群众、 深入生活， 用作品讲好岳阳故
事，传播岳阳好声音。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岳阳举办美术作品展

天下城步
展新颜
7月9日， 城步苗族

自治县文化体育中心民
族展示馆， 苗家阿妹在
参观书画展。当天，该县
举行“天下城步展新颜”
书画作品展，展出163幅
作品。书法作品篆、隶、
行、楷、草等各体齐全，
绘画作品风格多样，雅
俗共赏。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阳望春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