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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胡袖乡

一台电动车、一个笔记本、一张地图，这
是湘潭市岳塘区荷塘街道清水村驻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张昭的“工作标配”。因为手绘了一张
村里的扶贫地图， 这几天， 张昭在朋友圈里
“火”了。一张比A4略大的纸上，笔记工整，脉络
清晰，全村82户贫困户的住址、人口数量，村里
道路分布情况、水塘水库位置等一目了然。

张昭今年30岁，去年初由部队转业至岳
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今年5月，局里需
要选派一人到清水村驻村扶贫， 领导第一时
间想到了他。5月10日，他踏上了扶贫之路。

“扶贫工作队工作每天要跟贫困户打交

道，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来到村里第一
天， 村党支部书记言德军送给他这份“见面
礼”。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 又在部队待了13
年，这点苦，不算苦！”张昭话语坚定。

在完成第一轮走访后， 张昭利用在部队
学到的测绘知识， 自己动手画了一张扶贫地
图。“在部队时， 我的习惯是每一步75厘米。”
就这样，他靠脚步丈量出户与户之间的距离，
又将数字精确到了地图上。

哪个方位贫困户多，哪一户是低保户，哪
一户是残疾人，在手绘地图上都有呈现。贫困
户许德春养了上千只鸡，但存在滞销情况。在
走访中得知这一情况后， 张昭与村支两委牵

线搭桥，帮助他卖出土鸡200多只，鸡蛋50多
公斤，收益2万余元。随即，张昭又帮助贫困户
王水洋申请了大病救助……尽管驻村帮扶还
只有4个多月，但张昭已将自己完全融入清水
村,为贫困户办了不少事。现在,他已十分熟悉
每一户贫困家庭的情况， 但他还是习惯每天
带着手绘地图去走访。“希望它能成为村里脱
贫奔小康的见证！”张昭信心满满。

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真情。张昭刚到清水
村时， 看到的还是贫困户一张张陌生的脸。
4个多月时间，他扑下身子，用心走访，用情帮
扶， 和不少贫困户成了朋友。“他们有的叫我
小张，有的叫我小伙子，我听着特别亲切。”张
昭欣慰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李保 肖立华

新学期开学时， 安化县仙溪镇大桥新村
44名学生收到金额不等的助学金。“那个白头
发爷爷把钱发到我手里，嘱咐我好好学习，将
来回来建设家乡。”今年考上湘南学院的蒋迎
欢说，他获得了2000元助学金。

蒋迎欢说的“白头发爷爷”是益阳市政协
主席黄加忠。去年初，益阳市政协等单位选派
干部到大桥新村驻村扶贫。这里地处偏远，基
础设施落后，有6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扶贫要强根基，要用心、用情。”驻村扶
贫工作队队长高仁贵说， 黄加忠反复向他们
强调， 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扶贫造血不能松
懈，还要关注村里的教育，尤其不能忽视贫困
家庭孩子的学习， 要帮助他们通过知识改变
命运，切断贫困“代际传递”。

去年7月，益阳市政协发动部分委员为大
桥新村扶贫助学募集资金，共募资36万元，用
于对该村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在校学生进行生
活资助，并对村里考上大学的学生进行奖励。

曾红慧去年考上长沙医学院， 但家境贫

寒，她一度想辍学打工。扶贫队员刘兆金了解
情况后，为她开展志愿募捐。志愿者们承诺将
每年为她承担1.6万元学费、生活费，直到毕业。

顺利跨进大学的曾红慧，每次放假回家，
总会发现村里有新变化。 村小学建得和城里
一样漂亮，水泥路硬化到了家门口。山上立起
了水塔，家里喝上了自来水。今年春节前，贫
困村民获得帮扶产业分红……

“扶贫队改变了我们村，也改变了我。”曾
红慧说，“我要感激这个时代， 毕业后也要回
来为乡亲们服务。”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 （唐璐 金慧）9月20
日，记者从2019中国餐饮大数据峰会上获悉，
在长沙餐饮品类消费金额占比排行榜上，湘
菜以绝对优势领跑。

会上公布的美团大数据显示， 湖南正餐
品类中湘菜仍然占据头把交椅，凭借22.7%的

门店数量占比领先第二名9.4个百分点。 在长
沙的餐饮品类消费金额占比排行榜上， 湘菜
以24.83%的占比实现卫冕，成为“吸金”最多
的餐饮品类。主打湘菜壹盏灯（蚂蚁工房店）、
天宝兄弟、 炊烟时代小炒黄牛肉（五一华府
店）、费大厨辣椒炒肉（7mall店）等，稳居长沙

“必吃榜”前列。
据美团统计， 湘菜在全国范围内同样取

得了不俗成绩。“湘菜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消
费者喜爱，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湘菜企业
在6000家以上， 海外湘菜名店也不断出现。”
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处处长马宏平介绍。

此外，聚焦“她经济”也成为餐饮企业的
共同选择。 在去年长沙Top3商圈营业门店品
类分布中， 被女性消费者钟爱的饮品及面包
甜点等品类的门店，均居于前列。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夏建军 )“这里计划建公园和村民文
化广场……”9月16日， 在衡山县白果镇瓦
铺村连片“空心房”拆除工地，村支书张春
林告诉记者， 村里将在这里建一个集休闲
娱乐、运动健身、文化教育于一体的活动场

所。
衡山县农村广泛存在长期闲置、 无人居

住的“空心房”，影响村容村貌，也存在安全
隐患。今年3月以来，该县将“空心房”整治
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以“拆”有力度、
“建”有效果、“复”有特色为原则，因地制宜

挖掘特色乡韵，打造一批“空心房”整治示
范点。如今，已打造永和乡宝米洲村高标准
农田建设示范点、 白果镇瓦铺村规范村民
建房示范点、 开云镇双全新村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点3个县级示范点以及龙桥村等9个
乡镇级示范点。

在各示范点带动下，衡山县“空心房”整
治进展迅速。目前，全县共拆除“空心房”3900
余栋、55万余平方米， 拆旧复垦复绿6000余
亩，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带张手绘地图扶真贫

“扶贫队改变了我们村”

9月22日，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师生
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当天，该院
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上，3700余名新生
和老师一起升国旗、合唱爱国歌曲，用青
春唱响新时代， 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何妍 摄影报道

青春为祖国歌唱

美团大数据揭示长沙餐饮新趋势
湘菜领跑，“她经济”受追捧

衡山县示范推动“空心房”整治
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袁礼成

“我的女婿顶呱呱，你可以给他介绍一
个婆娘啵？”9月中旬，记者在新晃侗族自治
县鱼市镇华南村采访时， 被71岁的村民杨
桂清一把拉住。

杨桂清是周永金的丈母娘，丈母娘替女
婿征婚，这事挺稀罕。记者好奇探寻缘由。

在杨桂清新家门口， 一个中年男子在
修建一条从水泥路到新家的过道， 满身泥
土。他就是杨桂清的女婿周永金，贵州玉屏
人，今年53岁。

提起周永金，邻居姚云仙竖起大拇指，
称他是“侗乡好女婿”。周永金的妻子已去
世13年，而周永金选择留在侗乡，倾心照顾
丈母娘。

2000年，周永金来新晃务工，在工地
上认识了侗乡姑娘吴秋梅。两人坠入爱河，
当年结婚。因为吴秋梅是独生女，周永金成
为上门女婿。“结婚前，秋梅跟我讲，她是独
生女，要我把她的父母当自己父母，把这里
当自己家。我一口答应了。”周永金说，这些
年，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2004年，吴秋梅怀孕了。怀孕期间因
为小产， 吴秋梅出现大出血。“当时医生告
诉我，小孩保不住了，大人也很危险。我急
得直跳， 流着泪哀求医生一定要救救我爱
人。”周永金说。

2006年，周永金到江苏务工。当年5月，
周永金拿着工资满心欢喜回家时，得知妻子
已因病去世。因为那时他没有手机，家里没
能联系上他。“我姐夫马上跑到坟上，哭得像
个泪人。”吴秋梅的堂妹吴春红说。

祸不单行。2007年， 周永金的岳父突发
脑溢血去世。从此，周永金成为家里顶梁柱。

贵州的亲人劝周永金回去娶妻生子，

开始新的生活。没想到，他却决定留下来。
“老人年纪大了， 我离开了， 谁来照

顾？”周永金说，他答应过秋梅，要把她父母
当作自己的父母，替她尽孝。

“我就是您的儿子， 我要给您养老送
终。”周永金对杨桂清说。

杨桂清身体不好，2016年至2018年，
年年住院治疗。“去年我住了5天院，女婿给
我洗脸打饭，上厕所都是他扶我去，像亲儿
子一样。”杨桂清说。

有一次，老人突发疾病，天气寒冷又找
不到车，周永金二话没说，背起她就去找医
生。

2016年初，杨桂清住的旧房子年久失
修。两人闲谈时，杨桂清说她这辈子有一个
心愿， 就是想住上新房子。 为了帮老人圆
梦，这一年，周永金拿出全部积蓄5万多元，
开始修建新房。

杨桂清时常生病， 房子也只能修修停
停。历时3年，新房才建好。杨桂清拉着记者
参观了一番。新房虽说不上豪华，但也宽敞
整洁。“搭帮党的政策好， 咱日子越过越红
火，住上了新房，还发展养殖业。”杨桂清
说，如果女婿能找一个伴，那该多好啊！

杨桂清的弟弟杨长松， 这些年在姐姐
家帮工建房。“我这个外甥女婿10余年如
一日照顾我姐姐，和亲儿子一样。干农活、
养猪、 做饭， 他样样会， 还帮我姐姐梳头
发。”说起周永金，杨长松满是钦佩。

“周永金是全村行孝的典范。”华南村
党总支书记吴兆权介绍， 周永金现在是村
里的“明星”，相继获得怀化市第四届“十大
道德模范”提名奖、华南村道德模范称号。

杨桂清拉着记者的手， 动情地说：“记
得帮我女婿介绍个婆娘啊，他要求不高，身
体好就行。”一旁的周永金笑着说：“还要对
我娘好，其他不重要。”

老百姓的故事
� � � �新晃鱼市镇华南村“上门女婿”周永金，替亡妻
尽孝13载———

丈母娘替女婿征婚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肖莉莉 谭嘉媛）注目、敬礼……9
月22日，梅湾小学、滨江小学师生及学生家
长来到永州市博物馆，参观“断肠铭志———
陈树湘生平事迹展览”，受到一次触动心灵
的教育。

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
34师师长陈树湘率部掩护主力红军抢渡
湘江。 在成功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渡
过湘江后，陈树湘因伤被俘。在担架上，陈
树湘从被子弹打穿的腹部扯出肠子绞断，
壮烈牺牲。

为更好教育广大党员干部铭记历史，
坚定理想信念，永州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
工委、市文旅广体局、市教育局和永州军分
区政治工作处等多部门联动， 举办了此次
展览。展览9月10日开始，将延续至10月30
日，分为“坚定的信念”“绝对的忠诚”“光辉
的榜样”3个部分，通过171幅图片、40件实
物、《血战湘江》视频等，生动展示陈树湘在
29年短暂人生里，忠于革命、矢志不渝，为
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光辉事迹。

据悉，展览引发社会各界关注，每天有
2000多人次自发前来参观。

陈树湘生平事迹展览受关注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通讯员 施江波
记者 李治）9月20日， 全国城市基层党建
创新案例评选结果公布，长沙县参评的《构
建“全链条”机制、让外来流动党员在城市
“安家”》获最佳案例。

这次评选从全国各地上报的近4000
件案例中，经过初评、网上展示、复评和终
评等环节，产生了40个最佳案例，我省仅
有长沙市和长沙县获评最佳案例。

近年来， 长沙县针对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快、城市扩容迅速、城乡人员流动大等新
特点， 为解决外来流动党员查找难、 管理

难、作用发挥难等问题，出台《关于加强城
市基层党建、 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实施意
见》，把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
工作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 从外来流动党
员动态摸排、精细管理、常态服务3个关键
环节入手，构建“全链条”工作机制，让外来
流动党员在城市真正有“家”、安“家”、恋
“家”，推动城市基层治理水平提升。

据了解，长沙县基层党建工作曾多次获
国家级奖励。其中，该县《“口袋里”党建小阵
地，“零距离”党建大服务》，被评为第四届全
国基层党建创新30个最佳案例之一。

长沙县基层党建
再获国家级荣誉

精准扶贫在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