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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罗克军 瞿云

7月9日， 沅陵县二酉苗族乡施
溪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12名村民
励志脱贫、孝老爱亲、关心集体的事
迹被制作成视频在会上播放， 他们
被选为村里今年第二季度的“星级
农户”，成为“明星”。

27岁的村民姚茂英被选为“励
志脱贫之星”。姚茂英是二级肢体残
疾人， 但身残志坚， 坚持发展养殖
业，去年养鸭1200羽、养蜂17桶，收
入2万多元。

生态养猪是施溪村重点扶贫产
业之一。 去年8月，村养猪场选址建
设，需占用6亩山地，其中有老党员
李绍棋家的3亩。李绍棋主动同意让
地。 他说，发展集体经济人人有责。
这次，他被选为“关心集体之星”。

榜样就在身边。 村民周兴宇感
慨地说：“这些都是发生在身边的真
人真事， 可亲可敬， 我要向他们学
习，争取也成为村里的‘明星’。 ”

施溪村地处武陵山腹地， 基础
设施薄弱，产业发展迟缓。去年3月，
村里仍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73户
656人， 省委办公厅扶贫工作队受

命驻村帮扶。
走访调研中，工作队发现部分贫

困户安于现状，对脱贫不积极；还有
的不愿赡养老人； 有的卫生习惯不
好，房前屋后垃圾遍地；有的不关心
集体，碰上建设用地漫天要价……

“施溪村的贫困，核心是精神贫
困，必须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扶贫
先扶志。 ”今年上半年，驻村工作队
出台方案， 决定在全村开展励志脱
贫之星、勤劳致富之星、孝亲敬老之
星、关心集体之星、卫生清洁之星、
爱岗敬业之星等“六星”评选，每季
度评选一次，让“明星”成为村民学

习的榜样。
记者看到，在“大美施溪”微信

群里， 一位村民留言：“通过认真领
悟身边‘六星’的事迹，我读懂了一
个原本早该懂得的道理： 幸福靠奋
斗，劳动最光荣。 ”该帖引起村民强
烈共鸣。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记者发
现，开展“六星”评选活动后，该村风
气在悄然改变。 过去一些沉迷于打
牌的村民，开始打扫卫生、陪伴老人
了， 村里创办的实用技能培训班也
开始红火起来。目前，村里未脱贫的
村民已减至35户109人。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肖丽蓉

7月上旬， 邵阳市中心医院重症
监护室内， 刚脱离生命危险的欧阳
伟中面色蜡黄。 病床边的手机不停
有电话和微信响起， 村民们纷纷询
问他的病情。

6月21日， 洞口县桐山林场驻桐
山乡渔塘村帮扶工作队队员欧阳伟
中， 在走访贫困户时突发心肌梗塞晕
倒， 经过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欧阳主任太累了！” 得知欧阳
伟中突发疾病的消息， 其结对帮扶
对象沈艳军心疼不已。

今年54岁的欧阳伟中， 是洞口

县桐山林场工区主任， 自去年5月开
始到渔塘村驻村帮扶， 他扎实肯干、
任劳任怨， 被乡亲们称为“老黄
牛”。

6月21日， 天气闷热。 当天， 桐
山林场驻渔塘村帮扶工作队队员开
展入户走访。 驻村一年多来， 工作
队队员不畏辛劳， 已将渔塘村极为
分散的11个村民小组走了多遍， 从
了解基本情况到宣讲脱贫攻坚政策、
从熟知村情民意到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 他们的付出得到了群众一致好
评。

9时25分， 走访至渔塘村飞山庙
组时， 欧阳伟中突然觉得有点不舒
服， 便停下来喝点水休息一下， 本

以为没事了， 谁知却晕倒了。 同行
的工作队队员看情形不对， 赶紧驱
车把他送到山门镇中心卫生院。

医生诊断为突发心肌梗塞。 经
一个多小时紧急施救， 欧阳伟中醒
来了， 但情形不容乐观。 随后， 欧
阳伟中被转至县人民医院， 经该院
进行紧急融栓处理后， 又被送往邵
阳市中心医院治疗。

邵阳市中心医院心血管科主治
医生介绍， 欧阳伟中突发心血管堵
塞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的。

桐山乡渔塘村地处雪峰山腹地，
山高陡坡， 全村224户806人， 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71户249人。 作为省定
贫困村， 脱贫任务繁重。 近些年来，

在一批又一批脱贫攻坚人接力帮扶
下， 该村发生了很大变化， 公路硬
化到组， 饮水工程到户， 农网改造
全覆盖， 住房安全有保障……

“要是没有欧阳主任帮助， 我
两个女儿办理上学手续可能没有这
么顺利。” 渔塘村贫困村民沈艳军感
激地说。 沈艳军有两个女儿， 因落
户手续没有办理， 入学成了难题。
欧阳伟中第一次去他家走访时了解
情况后， 当天便与黄泥江派出所联
系， 帮助沈艳军办理好相关手续，
让他的两个女儿顺利入学。

“还帮助贫困户尹大和的女婿
郭逢海、 唐冬生的妻子刘美容以及
丰积中、 米家喜夫妇等， 到桐山林
场务工” “发动贫困户种植油茶树，
提供种植技术， 全村油茶种植面积
已达465.9亩” …… 采访中， 村民争
相向记者介绍欧阳伟中的帮扶事迹。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张锦峰

7月11日，大雨过后，株洲市开始
放晴。 该市天元区马家河街道高塘社
区居民罗首章老人骑上摩托车， 来到
离家2公里的一处小山坡上，给烈士墓
清理杂草、打扫卫生。

墓的主人叫罗哲， 是著名革命烈
士。农民运动时期，他就成为毛泽东的
亲密战友， 因被叛徒出卖被捕，于
1928年10月23日在长沙英勇就义。 墓
碑为毛泽东手书。 罗首章至今还珍藏
着毛泽东接见罗哲烈士夫人曹元芳时
的合影。

今年77岁的罗首章是罗哲的侄
孙。 从1998年开始，他在这里义务为
烈士守墓，已经21年。

承兄守墓，不离不弃
新修的水泥路蜿蜒而上， 路边种

满了翠绿的松柏。对这里的一草一木，
罗首章再熟悉不过。“从山脚走到墓
碑，总共有63级台阶。 21年来，我几乎
隔天就要爬一次。 ”罗首章说。

随着年龄增长，加上患有心脏病，
如今罗首章爬到山顶时已气喘吁吁。
稍作休息，他挥动镰刀、扫帚，将墓地
周边的杂草和垃圾清除干净， 再细细
地把墓碑擦拭一遍。

其实， 罗首章与罗哲没有过一面
之缘。 罗哲牺牲14年后，罗首章才在
高塘村出生。 罗首章记得小时候父母
经常说起罗哲，说罗哲“读书厉害，连
跳两级”。

罗首章记忆深刻的是，1966年，
住在贵州的罗哲夫人曹元芳被省文物
局邀请到长沙，讲述毛泽东的故事。当
时罗首章在长沙上班， 曹元芳因住不
惯招待所， 便在罗首章单位分配的房
子里借住了半个月。

罗首章有四兄弟，除了他，其余三
兄弟大半辈子都在高塘社区务农。 罗
首章17岁时外出工作，成为一家国企
的司机。在他外出的这段时间里，一直
是他父亲及兄弟义务守护罗哲烈士
墓。

1998年，退休后的罗首章正式从
兄长手里接过守墓重任， 并承诺余生
与它不离不弃。

隔窗仰望，思接千载
21年来，罗首章尽心守护着墓地

的一草一木。如今，罗哲烈士墓已成为
株洲有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有不
少人慕名前来。 罗首章也客串当免费
导游， 一遍又一遍讲述罗哲烈士的故
事。

随着城市发展， 原本寂静的烈士
墓周边逐渐热闹起来， 一座座厂房拔
地而起， 罗首章也搬进了旁边的安置
小区。

在罗首章的新家， 能看到山上罗
哲墓的情况。“以前被大树挡住看不
见，他为了照看烈士墓，请有关部门把
树砍了。 ”罗首章的妻子何丽华说，罗
首章每天常做的事就是站在这里，一
动不动地望着山上的墓地。

2017年，有人提出能否将罗哲烈
士墓进行迁移， 但遭到罗首章强烈反
对，他多方奔走，据理力争。幸运的是，
罗哲烈士墓最终留在原地。

除了为罗哲烈士义务守墓， 近几
年来，罗首章还自费前往长沙、贵阳、
武汉等地， 收集了不少关于罗哲烈士
的文物和资料。 比如毛泽东和罗哲烈
士夫人曹云芳及其外孙女的照片，还
有毛泽东写给曹云芳的亲笔信复印件
等，为后人回顾历史、缅怀先烈提供了
宝贵资料。

时光荏苒，罗首章年纪越来越大，
但他说，只要还能动，他就会守护好烈
士墓；他动不了时，还有儿子、孙子，会
一代代传承下去。

■点评

为了一座烈士墓， 罗首章坚守了
21年，风吹不改、雨打不动。 静静坐在
墓碑旁，默默念着碑文，罗首章感受到
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回望来时路，砥砺再前行。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 这是我们党力量的源
泉，永葆青春的秘诀。

全省上半年
进出口食品6.14亿美元

进口食品最大单项为乳制
品，出口食品最大单项为蔬菜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周月桂）据长沙海关昨天提供的统计数据，上
半年全省进出口食品6.14亿美元， 进口食品
中最大单项为乳制品， 出口食品最大单项为
蔬菜。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长沙海关共监管
进出口食品9137批、6.14亿美元，其中进口
3.25亿美元，出口2.89亿美元。 进口食品中
最大单项为乳制品，货值2.69亿美元；出口
食品最大单项为蔬菜，货值7745万美元。 长
沙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处介绍， 根据长沙
海关2019年进出口食品抽样检验及风险监
测工作， 今年要对21大类进口食品实施抽
样检验，对乳制品、肉类等9类进出口食品
的104个项目实施风险监测，切实保障全省
进出口食品安全。

长沙海关介绍，从7月1日开始，该关对
进口预包装食品通关作业流程进行改革，
对申报进口的食品通关检疫查验、 监管查
验、检验及抽样送检环节进行整合优化，除
特殊情况外， 统一在口岸监管作业场所一
次性集中完成， 达到进口食品通关集约化
管理， 大幅提升进口食品海关通关作业管
理的精准性和时效性。

精准扶贫在三湘

“老黄牛”病倒在扶贫路上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罗首章：义务为烈士守墓21年施溪村里选“明星”

� � � � 7月11日，邵阳县白仓镇塘代村光伏扶贫电站，一排排太阳能电
池板整齐排列。近几年，该县先后在各贫困村新建了96个光伏扶贫电
站，装机容量达6600多千瓦，每年给贫困村带来收入300余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刘飞 摄影报道

光伏扶贫

� � � � 7月11日，
罗首章为罗哲
烈士墓擦拭墓
志铭。

戴鹏 摄

荨荨（上接1版）
通知要求，继续保持高度警惕。要严格按照国家防总巡

堤查险工作规定，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
始终紧绷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这根弦，始终保持高度警
惕，克服久战人疲、麻痹松劲等不利因素，毫不松懈地做好当
前防汛抗灾工作。

通知要求，强化对重点部位的防守。要按照防汛应急
响应的要求， 切实加强对薄弱堤段、 险工险段的重点防
守，把历史险工段、保护重要设施堤段、堤后有渊塘等隐
患段、 穿堤建筑物堤段和近期出险相对集中区段作为重
点部位，把管涌、穿堤建筑物渗漏、堤身滑坡等作为重要
险情类别，坚决避免发生重大险情。

通知要求，加大巡堤查险力度。要加密巡查频次，继

续坚持24小时不间断、全覆盖巡查，采取拉网式巡查、相
邻段越界巡查、分组次昼夜巡查等方式，确保不留空白、
不留死角。要着力解决堤防夜间照明、清积扫障等问题，
加强巡查人员的装备、设施配置，为巡堤查险创造有利条
件。

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守险措施。对发现的各类险情、
隐患，务必及时、果断处置，并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做到
有台账、有记录、有交接班签名，直至险情隐患彻底排除。
对已处置过的险情也要高度关注， 务必落实专人继续盯
防。

通知还对加强抢险力量配备和物资准备、 科学果断
做好处险抢险工作、 加强对堤防防守工作的督查检查等
提出了明确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