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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轩仪）今天，国家
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大美
寻源 翰墨薪传———诗书画系列巡回
展”长沙站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由北京文华阁书画
院、湖南省美术家协会、民革长沙市
委、长沙简牍博物馆主办，展出吴悦
石、莫言、杨华山、徐里、卢禹舜等
17名艺术家的诗书画作品近百件。

据介绍， 展览缘起于吴悦石、
莫言、 杨华山3人联合创作同一幅
诗书画作品， 或先由杨华山画人
物，吴悦石补景，莫言再提取画作
精髓，凝练成诗句；或由莫言先作
诗，杨、吴再据诗作画，形成文学与
绘画的互动。在3位大家的影响下，
更多志同道合的诗书画名家积极
参与，并发展成为如今的国家艺术
基金资助项目。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
31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吴悦石、莫言、杨华山合作诗书画
长沙站巡展开幕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陈奕樊

金秋时节， 郴州资兴市三都镇石拱村村
民谢平洋的生态农场里，“八月瓜”生长旺盛，
农作物郁郁葱葱， 一派生机盎然。 望着眼前
160多亩的生态农场，无法想象这里曾是采煤
泛滥，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重灾区”。

青山要保护好，生计要跟着转型
资兴市素有“湘南煤都”之称，下辖的三

都镇是重要的采煤区。
年轻时， 土生土长的谢平洋很自然地干

起了采煤这行。1993年， 当时27岁的谢平洋误
踩土地雷失去了左脚， 但为了支撑起一家5口
的生计，他不得不瘸着腿继续从事挖煤行当。

2009年， 资兴市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资
源枯竭城市。 随着三都镇的小煤窑陆续整改
和关闭，谢平洋的生计转型也迫在眉睫。

望着眼前满目疮痍的山脉， 他思索着：
“保护生态环境是大事，我为什么不去做生态
农场呢？”

经过几年的摸索，2017年， 在资兴市残
联的支持和帮助下，谢平洋承租了石拱村的

160多亩土地，投资100万元，在昔日的采煤
区发展生态种养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

从“学前班”到“行家里手”
每天，从凌晨5时到晚上8时，谢平洋要在

这片160多亩的农场上，来回奔走，一刻都不
能懈怠。

“在生态种植养殖方面，起初我就像个学
前班的孩子，什么也不懂。”说起农场管理和
技术问题，谢平洋自嘲道。为此，他向20多个
果园同行虚心请教，自己买书“啃”知识，还在
网络上在线学习。2018年，他被市残联推荐到
长沙参加了为期20天的培训， 这使他获益匪
浅。通过勤学钻研，谢平洋如今已成为农场的
行家里手。

为保证生态农场的原生态，他将鸡、鸭、
鹅放归山林，用新鲜的玉米蔬菜喂养，并通过
安装太阳能杀虫灯、 在果树上安装贴虫板等
方式驱虫，坚决不在农作物上使用农药。

今年9月， 他的农场第一批家禽全部售
完，赚了4万元。加上种植的20亩西瓜、15亩
香瓜及80亩果树， 他今年可获得收入30多
万元。

“身体可以残疾，但心不要残疾”
目前，谢平洋的农场里安排了8名贫困村

民务工。每逢果树掐尖、果实套袋、采摘打包
等农忙时节， 他还会聘用当地近20名村民在
果园工作。

今年55岁的谢多平是一名四级肢体残
疾人，妻子早已去世，儿子也有精神障碍，如
今每月需要支出医疗费用1200元。可谢多平
打零工每月收入不到1500元，家中生活十分
艰难。

2017年，谢平洋了解情况后，邀请谢多平
来农场做事，每月工资达到2000多元，有效改
善了他的生活状况。

“身体可以残疾，但心不要残疾。”这是谢
平洋给残疾人朋友经常说的一句话。 在他的
鼓励支持下，当地许多残疾人都走出了家门，
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

2018年5月，谢平洋被评为郴州市残疾人
阳光致富带头人。他希望自己今后能发动和
带领更多的人发展生态农场，修复曾经滥采
的伤疤，让山岭复绿，变成农民致富的金山
银山。

让滥采的山岭变成“金山银山”
———记郴州市残疾人阳光致富带头人谢平洋

� � � � 10月22日， 长沙
简牍博物馆， 市民在
观看诗书画展。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 � � �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通讯员 刘丹
刘开云） 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时代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制的重大举措， 也是
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式。10月21日，
省委党校2019年下学期中青干部二班全
体学员带着课题， 来到长沙市纪委监委现
场观摩与调研。

长沙市监察委员会于去年1月10日
挂牌成立， 通过加强内部纵向和横向统
筹协调， 构建了统一指挥、 全面覆盖、权
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在深入推进纪法贯
通、法法衔接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他们
坚持以纪法思维和方式惩治腐败， 出台
了留置审批和执行、审理调查安全、问题

线索管理和处置等系列制度； 从严规范
使用调查措施，审慎、全要素使用监察法
赋予的“12+3”项调查措施，把好事实关、
证据关、程序关、法律适用关。同时，坚持
监察调查工作“以审判为中心”， 注重证
据链条的完整、闭合和稳固，使证据能直
接运用于司法审判， 与司法机关实现无
缝对接。

学员们与长沙市纪委监委的同志就监
察机关怎么自我监督、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运用及管辖、 证据的衔接等问题进行了热
烈讨论， 大家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所取得
的成绩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进一步强化
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省委党校中青二班学员
调研长沙监察法制建设

� � � �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彭雅惠）
“黑糊糊的煤，提供的却是绿色电能，真神
奇！” 长沙理工大学学生许嘉诚有感而发，
近日他与同学们走进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参加“中国大唐第十三届企业开放
日”活动，零距离感受传统火力发电企业绿
色发展成果。

中国大唐组建于2002年，是中央直接
管理的特大型发电企业集团，自2007年以
来，该企业连续13年举办“企业开放日”活
动。今年，这一活动以“礼赞70华诞 共建

美丽中国”为主题，主会场设在大唐潭电。
大唐潭电始建于1963年，是我省装机容

量最大的火力发电企业之一， 对长株潭地区
用电质量、电源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
年来，大唐潭电积极践行国家节能减排政策，
投入5亿元对所有火力发电机组实施超低排
放改造、废水综合治理等环保技改工程。

改造后，大唐潭电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约1.7万吨，所有发电机组排放烟尘小于
5毫克/立方米，基本解决烟囱冒白汽现象，
主要环保指标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零距离感受“绿色”火力发电

中国大唐企业开放日活动在湘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倩 吴林

10月17日，道县桥头镇仙子脚中学作
文赛上，13岁的小桂花深情朗读作文：“天
冷了，我却觉得很温暖，因为我有26位记者
妈妈……”

小桂花说的这26位记者妈妈，就是永
州日报社的女记者们。

白竹田村是永州日报社的扶贫联系
村。去年7月，报社全体党员到村里访贫问
苦得知，52岁的村民何德湖患脑梗，腿还有
些瘸，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几年前，他的
妻子离家出走，杳无音讯。何德湖与12岁的
女儿小桂花相依为命， 住的是一间摇摇欲
坠的木板房。一张门板，白天是小桂花的书
桌，晚上作床。

报社纪检组长章莉把何德湖作为自己
的帮扶对象，文体部主任饶爱玲提议，女同

胞为小桂花建个群，一起帮助她。不到半个
小时，26名女编辑、记者自愿进群。李军平
捐出2000元给小桂花买了新床铺和书桌。
文海燕、颜小芳、成丹丹等女记者，有的给
她买书，有的给她买衣服。

去年8月23日，群里出现一则消息：小桂
花考上初中， 第一学期住宿费、 生活费等
2500元左右。大家当天捐款4800元。9月1日，
群里又有了一条新消息：“报告各位亲：义务
教育阶段在校贫困学生享受生活补助，免学
杂费、书籍费，大家的心意先暂时保管。”

今年， 小桂花家被列为道县第一批农
村危房改造对象。 几个月过去， 新房建好
了，可没钱买门窗，记者妈妈们闻讯后立即
行动起来。如今，小桂花终于住进了明亮的
新房。

记者妈妈们表示，她们将继续关注小桂
花，一直支持她读完高中、大学，直到就业。

26位“记者妈妈”一个“娃”

� � � �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通讯员 杨卫星
黄超 杨岭梅）10月16日，湖南秀龙地产置业
集团有限公司捐资6200万元建设涟源市龙
湖学校及长郡蓝田中学学生公寓正式签约。
其中，6000万元用于建设龙湖学校，200万
元用于兴建长郡蓝田中学学生公寓。

一直以来， 秀龙地产积极支持家乡发
展，热心教育事业，公司董事长肖玉军发扬
涟商尊师重教优良传统， 用实际行动支持
家乡教育事业发展壮大， 曾于2017年6月
捐资100万元设立玉军奖学助学基金；今
年5月捐资200万元设立洛廒助学基金。

秀龙地产捐资6200万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