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8月6日，中化农业永兴冰糖橙技术服务中心示范果园，湖南长沙的参赛选手在参加果树植保飞防比
赛。当天，由中化农业、大疆农业、先正达共同举办的全国首届“飞防创战纪———科技农服大赛”湖南赛在
永兴县拉开帷幕。 经过全国海选，来自新疆、福建、湖北和湖南等省区的8支代表队参加为期2天的决赛，进行
真实药剂配对、喷洒作业的角逐，以提升果树飞防技术服务的普及。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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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8月盛夏，涟源市六亩塘镇扶珂村80
亩荷花竞相绽放。 对于地处湘中多山多
丘陵的涟源来说， 又多了一个在家门口
赏荷的好去处。对于扶珂村民来说，莲蓬、
莲子都成了增收的旅游产品。

时间倒回2016年11月， 涟源市扶贫
办的刘益彪开始在扶珂驻村帮扶， 担任
第一支书。 面对一个上世纪80年代因采
煤而富裕， 又因煤矿关停部分村民陷入
无收入状态，且不良风气滋长的贫困村，
刘益彪迷茫了。

“扶珂村怎么办？ ”结对帮扶的涟源
市委政法委书记李南新支招： 到新化油
溪桥村串门“取经”。

“触动很大，改变村里的风气势在必

行。 ”从新化回来后，村支书谭力感慨。
刘益彪说：“只要党员敢于亮身份，敢

于同不良思想作斗争，一个地方的风气就
能转变。 ”

党员与村民一起，认真研究制定了村
规民约， 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严格监督执
行。党员还先把自己家中的不良习惯做了
自我批评，又带头把家规立起来。

村里还推行了贫困户公约， 抵制打
牌、赌博、“等靠要”等懒贫行为，树立了
“懒贫可耻，脱贫光荣”的价值观。

思想统一后，村民行动自觉了，工作
队带领村民发展产业、 落实扶贫政策、搞
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就顺多了。

2017年， 刘益彪带着工作队员易斌
与康麓生物对接， 开发了650亩原料基
地。

“种了2亩柑子、4分田的莲子，还养
点鸡种点菜，去年收入有1万多。 ”谢玉香
高兴地算起了账。 老伴看病，也有先诊疗
后付费一站式结算，既方便又省钱。 谢大
娘一个劲地夸党的政策好、 扶贫工作队
好。

在扶贫工作队的带领下，昔日的荒山
种上了玳玳酸橙、油茶树，80亩冷浸田变
成了荷花园。村里还成立了涟源市扶珂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组建了两家种
养合作社带动农户闯市场。

如今的扶珂村， 就是一个生态产业
园，137户贫困群众有了自己稳定的增收
产业，非贫困户也吸纳了进来，大家一起
围着产业谋发展。

村里还与天柱山禽业签订了120人
的委托帮扶协议，企业提供鸡苗、养殖技

术与市场服务，保障村民的收益。 村里的
扶贫车间桶装水厂和驾校，也吸纳了部分
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在扶珂村，“有事找彪书记”已经家喻
户晓，这些事都对应着精准扶贫中“两不
愁三保障”的点点滴滴。

担任工作队长以来， 刘益彪很少休
假。 每年的春节、五一、十一等节日，都在
村里。今年，妻子生育二胎产后大出血，而
为了让易地搬迁户能搬进新居，他仅陪了
妻小两天，就回到了扶珂村。

近日， 在歌唱祖国的快闪活动上，全
村唱响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刘益彪这个爱弹吉他的文艺范驻
村工作队长感动了。 他说：“扶贫治愈了
‘穷’的思想和行为，当第一支书是人生最
有意义的事！ ”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刘爱菊 何明贵

“今天又有人订羊肉，快准备送货。”8
月4日一大早， 蓝山县塔峰镇湖叠村党支
部副书记赵红贵， 绕到百叠岭1组贫困户
罗周贻家敲门， 边帮他提供羊肉销售信
息，边观察山羊长势。

接到订单，罗周贻随即忙开了，挑羊、
称重、宰杀……一眨眼工夫，罗周贻便将
冒着热气的羊肉备好，骑着三轮车往山下
送。

“我家脱贫，多亏贵哥热心帮忙。 ”提
起赵红贵，罗周贻满怀感激。因缺少技术、
信息闭塞，罗周贻早年引进波尔山羊养殖
一直不见起色。 2016年，懂行的赵红贵上
门“诊断”，建议其夏天用盐水和大叶苦茶
泡水喂羊以增强抵抗力。赵红贵还在朋友

圈帮罗周贻发布羊肉销售信息， 联系买
家。在赵红贵的帮助下，近几年，罗周贻的
羊群由10多只发展到80多只， 羊肉年销
售收入由1000多元发展到上万元。

“只要有人牵线搭桥，百叠岭这么美
的地方，不愁挣不到钱。”赵红贵早年在外
地开过饭店、 搞过农家乐， 2016年参加
全省创业致富带头人创业技术型培训班
后回到百叠岭， 成立红贵生态种养专业
合作社， 采取“合作社+公司+基地+农
户” 模式， 与23户贫困户抱团发展茶叶、
山羊、 土鸡、 肉牛、 藏香猪等特色产业
闯市场。

离开罗周贻家，赵红贵又赶往湖叠村

岸头组贫困户雷兴家。
“贵哥，你看我的土鸡和鸭子耍得多

欢！ ”雷兴看到赵红贵上门，兴奋地说。
雷兴患有癫痫病， 家里上有老下有

小， 身上的担子不轻。 2017年， 赵红贵
主动与雷兴结对帮扶， 鼓励他在屋后的
山坡上放养土鸡， 在家门口的小河放养
清水鸭， 并经常上门传授家禽防疫技术、
帮他联系买家， 增强脱贫信心。 今年端
午节期间， 雷兴的鸡鸭卖出3000多元，
生活开始走出困境。

“百叠岭手工茶， 又嫩又香……”
百叠岭2组年过八旬的老茶农邓永兴， 乐
呵呵地展示他精心炒制的大叶苦茶。 邓

永兴种植大叶苦茶10余亩， 采摘的茶叶
委托赵红贵代销， 年均增收1万余元。 去
年年底， 邓永兴一家成功脱贫。

2018年， 赵红贵参加全省千人境外
培训计划赴日韩农业农村发展学习培训
后， 决定带领乡亲们发展新产业。 目前，
湖叠村已有13户贫困户跟着赵红贵发
展产业， 种植大叶苦茶300亩， 养殖牛
羊200多只、 藏香猪600头、 鸡鸭1000多
只……村前屋后地肥水美， 鸡鸭成群，牛
羊满山。

赵红贵还准备引进旅游公司进村开
发水上乐园，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
饭”。

全省创业培训讲师
岳阳集训

32人厉兵秣马征战“国赛”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蒋辰
何可） 今天， 从全省选拔产生的32名即将参加第二
届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的讲师云集岳阳， 参加
由省人社厅举办， 省就业服务中心、 岳阳市人社
局承办的创业引领者专项活动暨赛前集训。

近年来， 省人社厅十分重视创业培训师资队
伍建设。 今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
赛湖南省选拔赛， 共有2400多名创业培训讲师报
名参赛， 894人次参加个人综合能力赛和课程设计
作品赛， 最终32名创业“引领者” 脱颖而出， 将
代表湖南参加全国总决赛。 此次集训是提升全省
师资队伍授课水平和创业指导服务能力， 引领创
业创新发展， 打造“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升级
版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 岳阳市持续推进创业培训师资队
伍建设， 通过举办创业培训师资班、 创业模拟实
训班、 师资沙龙、 教学比武、 教学研讨会等系列
活动， 大幅提升了创业培训讲师的专业能力和素
养。” 岳阳市人社局局长尹家辉介绍说， 截至目
前， 该市共有入库讲师183人， 每年培训学员7000
人以上。

老旧危房被拆除
“沉睡土地”变绿地

常宁市“增减挂钩”美乡村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常华 黄益民)8月6日，常宁市西岭镇桐江村128户老
旧危房被集体拆除。该村党支部书记徐三山介绍，拆
除的200余亩闲置建设用地，将以“增减挂钩”方式
转变为耕地，用于种植油茶树和果树，为乡村增绿添
彩。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即将农村建设用地
“减少”部分，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部分挂钩，通过
把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变为耕地，从而唤醒农村“沉睡
土地”成为乡村绿地。城镇能增加相应面积的建设用
地，还可解决农村旧宅、废厂等闲置建设用地占用用
地资源、影响村容村貌等问题。 去年来，常宁市制定
印发《常宁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拆旧区复
垦实施细则》等文件，把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项目和推进拆旧复垦工作， 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和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广动员、勤调度、快推
进，让全市1200余亩废厂旧屋摇身一变成为种满水
稻、油茶、茶叶等经济作物的良田美景。

该市还给予“增减挂钩”拆旧复垦户房屋拆旧奖
补、 复垦奖补、 耕种补助及保留村民宅基地资格权
等，有效调动广大村民拆旧复垦积极性。“以前多年
未住的废弃房、茅厕，风一吹臭气熏天，现在复垦后，
村民在地里种上农作物，既增收又美化环境。 ”蓬塘
乡新田村村民陈小平说。

据介绍， 常宁市目前共完成拆旧复垦面测绘选
址面积10800余亩，已拆旧复垦7200余亩，兑现拆旧
复垦各类奖补资金5000余万元。

� � � � 湖南日报 8月 6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张仁贵 ）“县总工会干部问我家里
有什么困难，我告诉他们，家里养的牛呀、
鸡呀卖不掉。 没想到，不久就来了几个人，
把我家的牛和鸡都买走了。 ”溆浦县贫困户
刘龙庆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因为县

总工会组织的“爱心义买”活动，他家的一
头牛和30多只鸡顺利卖了出去。

为助力脱贫攻坚， 今年初， 溆浦县总
工会联合该县共青团、 妇联、 商会， 开展
了“爱心义买、 情暖农家” 活动， 对全县
建档立卡贫困户， 以市场价或适度高于市

场价， 购买其生产的农副产品或帮助其销
售农副产品。

据了解，截至目前，仅县工会系统就有
62家基层工会参与，人数达1300多人，受惠
群众2100多人，涉及金额56万余元。溆浦县
总工会、共青团、妇联、商会还发动干部职
工，通过与饭店食堂联系，并在微信平台上
发布信息， 帮助销售贫困户生产的农副产
品。

桑植县：
“十八条措施”

向贫困发起“总攻”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黎治国） 8月5日， 桑植县芙
蓉桥白族乡合群村驻村第一书记满
湘泉起了个早床， 先来到村民刘岩
生家查看“扶贫鸭” 的长势， 紧接
着又到几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进
行走访。

自桑植县7月中旬出台《进一步
加强驻村帮扶工作十八条措施》以
来， 该县124个贫困村的驻村扶贫干
部重整行装再出发，坚持每月20天吃
住在村，在脱贫攻坚一线带领贫困群
众找出路、想办法、解难题，向贫困发
起“最后总攻”，朝着今年年底全县脱
贫摘帽的目标迈进。

据了解，“十八条措施”从帮扶任
务、帮扶力度、驻村纪律、 督查问责
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针对性解
决脱贫攻坚清零行动中所发现的问
题， 坚持问题导向， 对标整改落实。
同时， 完善了选拔培养、 考核评价、
精准培训、 关心关爱等机制， 激励
干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 全身
心投入到驻村帮扶工作中去。

如今， 在田间地头、 群众家中，
驻村第一书记、 队长和驻村干部们
对存在的问题， 立行立改， 以召开
院坝会、 田坎会的形式， 精准听民
意、 解民忧、 话脱贫。 “十八条措
施” 出台半个多月来， 各驻村干部
共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难题500余
件， 做好事、 办实事300余件， 调处
矛盾纠纷30余起， 开展产业技术培
训100余场次。

精准扶贫在三湘

荒山蝶变生态产业园

百叠岭上喜事多

溆浦爱心义买助力村民脱贫

植保飞防
大比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