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3日， 快乐
老人大学梅岭校区，老
人们在学习拉丁舞。本
月22日，长沙市标准化
协会起草我省首个《社
区嵌入式老年大学建
设规范》标准，从老年
大学招生、 校区建设、
安全措施等方面进行
规范引导，实现老有所
乐。该标准将于今年年
底向社会公布。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老年大学
有了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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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伍交才 粟旦

“喂猪去啰……”10月21日，溆浦县龙潭
镇贵和村，村民谌柳安爬下轮椅，双手撑地，
沿着台阶一级一级挪到地下养猪场，再爬上
备用轮椅，用小桶装满猪食，小心倒入食槽
里。

“他是一个轮椅上的奋斗者，靠双手拼出
了一条幸福路。”村党支部书记张立勇向记者
介绍，谌柳安是一个贫困残疾人，但他自立自
强发展养殖业，成为勤劳增收的典型。

今年39岁的谌柳安年轻时爬树摘桃，不
幸从树上摔下，造成中枢神经损伤，导致下
肢瘫痪。2014年，他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并享受农村A类低保。去年，他被纳入农村
分散特困供养人员， 同村辅警侯海军负责

“一对一”对其帮扶。
“只靠政府救济过日子也不是办法，以

后的路还很长。”看着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
身体有所好转的谌柳安心里不是滋味。他
想，虽然失去了双腿，但还有健全的双手，于
是盘算着养点猪减轻家中负担。

谌柳安把养猪的想法告诉家人和帮扶
干部，大家都很支持，姐姐还借钱给他做本
金。

没过多久，谌柳安便和父亲利用地下室
搭建了几间猪舍，买来了18头猪仔。

坐轮椅养猪， 成了谌柳安的日常生活。
每次去喂猪， 他都要小心翼翼爬下轮椅，然
后沿着楼梯台阶，一级一级挪动身体，几乎
用“打滚”的方式“走”到猪舍，再爬上备用轮
椅，艰难地和好猪饲料，再用小桶分次运送

到猪圈食槽里。
如此循环往复，谌柳安每天需要转动轮

椅“行走”很多趟，虽然很累，他却乐在其中。
谌柳安说：“每次喂完猪，我感觉又一次战胜
了自己。”

除了喂食，清理猪圈也不容易。谌柳安
每次翻身进入猪圈打扫卫生时，猪仔会调皮
地撕咬他裤脚，有的还会踩他的脚背。令人
欣慰的是，谌柳安养的18头猪去年底全部出
栏，毛收入近4万元。

今年，谌柳安又养了9头猪。他还上网看
视频学习养猪技术，网上购买便于手持的养
猪设备，把猪舍管理得井井有条。

谌柳安有了收入， 对党和政府满心感
激，他说：“只要努力干下去，就一定能够稳
定脱贫。”

通讯员 张正吾 侯鑫 阮余粮

10月22日，桃江县松木塘镇下干沙村黑
木耳种植专业基地， 黑木耳已长出嫩芽，村
民们在忙着浇水培育。 一位村民高兴地说，
种植黑木耳成了村里重要的脱贫致富门路。

下干沙村地处偏僻、山多田少，是省级
贫困村。去年初，桃江县水利局派工作队驻
村帮扶，扶贫队员像走“亲戚”一样，走访贫
困村民。一次走访中，扶贫队员陈跃舟发现
一个农户家堆放在山边的一些干木桩上，结
了很多小木耳，便产生了带领乡亲们种黑木
耳脱贫致富的想法。随后，驻村帮扶工作队

组织村干部去外地考察学习。去年7月，由村
里8位能人牵头， 成立黑木耳种植专业合作
社，租赁20多亩地种黑木耳。

村支书文世吾介绍，合作社吸纳村里贫
困户入股，入股资金共计20万元，由县产业
办垫付， 连续5年每年按入股资金12%的比
例分红。同时，安排贫困劳动力到合作社务
工，农忙时用工50来人，闲时用工10多人，每
人每天工资100元至150元。

驻村扶贫工作队牵线搭桥，促成合作社
与溆浦一家农业开发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引进公司菌种菌棒，并由公司派人提供技术
指导。文世吾说，种1亩黑木耳，除去开支，一

年可获纯收入5000多元。 村里种的黑木耳
绿色无污染，产品上市很受欢迎。

种植黑木耳， 让村里贫困户获得了稳定
收入。贫困村民文德昌身有残疾，不能干重体
力活， 妻子也患有慢性疾病， 有两个小孩上
学，生活困难。文德昌和妻子被安排到合作社
务工，务工加分红，一年收入有1万多元。

桃江县水利局还投入160万元， 帮助下
干沙村实施饮水安全工程，修建河堤、河坝
和桥梁，扩宽硬化村组道路等。去年底，下干
沙村实现整村脱贫。目前，村里准备投资10
多万元引进先进菌种生产线，扩大黑木耳种
植规模。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
讯员 龚文君 汪进)10月23日，临澧县举行农
业招商推介会， 现场签约项目11个， 总投资
11.46亿元。

这11个项目包括同春山生态旅游小镇、望
城千亩油茶、可视化生态农业开发、修梅镇高桥
村四季水果采摘等。同时，临澧县与中国农业科
学院麻类研究所成果转化处签订了科技合作协

议，将共建临澧县南方经济作物科研示范基地。
近年来，临澧以乡村振兴为抓手，高质量

推动农业农村工作，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着力打造高效生
态特色农业、休闲观光体验农业、美丽经济等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被评为全国无公害农
产品基地县，并连续7年被评为全省粮食生产
先进县、标兵县。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张淑君 李吉）没有尺子时，用什么来
测量物体长度？ 一根筷子能提起整瓶米
吗……今天，在株洲市举行的全省小学科学
“结构性知识建构与迁移”展示课上，这些有
意思的问题引起现场观摩的500余名专家、
教师极大兴趣。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16位小
学科学教师用各自精彩的教学，赢得满堂彩。

这次教学观摩活动由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主办。根据教育部修订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
课程标准》，从2017年秋季开学起，小学科学
课被列为与语文、 数学同等重要的基础性课
程，起始年级延伸至小学一年级。这次在株洲
举行教学观摩活动， 旨在为全省小学科学教
师搭建起学习、交流平台，促进科学教师教育
观念更新、课堂教学方法革新。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通讯员 张华昆
见习记者 黄柳英）近日，全国“林业英雄林”
建设活动启动。 首批建设“林业英雄林”12
处， 其中一处由江华瑶族自治县林业局承
建。

这次活动由中国林学会、 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林场种苗司、 中国林业职工思
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联合发起，旨在以“林
业英雄林 ”为基地，在全国继续开展“林
业英雄” 事迹宣传， 弘扬新时代林业精

神， 引导林业系统干部职工为建设美丽
中国做出新贡献。

近年来， 国家林业部门先后授予马永
顺、余锦柱、孙建博“林业英雄”荣誉称号。其
中余锦柱是江华林业局护林员，他驻守水口
尖子岭瞭望台41年， 观察生产用火15万多
次， 准确报告火警284次， 挽回经济损失
3000余万元，被称作“森林的眼睛”。

小学科学教学观摩活动在株洲举行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石国荣 伍孝雄）近日，祁阳县纪委监委
向群众退还了追缴的扶贫资金13.55万元。

据了解，今年来，祁阳县纪委监委建立健全
扶贫领域监督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将扶贫
党员干部的言行置于群众监督的“聚光灯”下。1
至9月，该县共核实扶贫领域问题线索1013条，
立案41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0人、组织处理

264人、问责13人，追缴资金48.47万元。
同时，祁阳县下发内部通报9期，用身边

案例强化扶贫领域作风教育， 推动广大党员
干部深入基层真抓实干。在今年6月举办的全
国扶贫扶志研讨班上， 该县探索的扶志气建
讲堂、扶技能建中心、扶产业建基地、扶队伍
建堡垒的“四扶四建”工作机制，入选全国扶
贫典型案例。

祁阳加强扶贫领域监督
1至9月处分处理问责307人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谢万波 周俊章)10月23日，道县举行
2019年第四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福建邦能智控科技等11家企业签约落户
道县，合作共建数字智造产业小镇，涉及新能
源新材料、机械制造、智能装备等领域，总投
资7.9亿元。

近年来，道县大力实施开放兴县、产业

强县战略， 按照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的
要求，积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推动数
字智造产业小镇等重点项目建设， 全力打
造数字产业发展新高地。 道县数字智造产
业小镇项目规划用地500亩，建设厂房18万
平方米， 预计到2023年将引进50家以上软
硬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年创税
收达2.5亿元以上。

11家企业集中签约落户道县
合作共建数字智造产业小镇

临澧签约项目11个
总投资11.46亿元

精准扶贫在三湘

轮椅上的奋斗者

走“亲戚”走出脱贫路

江华将建“林业英雄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