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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大业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曾伟

左手向前，抓着小板凳，右手往后，提着
裤脚，双膝撑地，一点一点往前挪动。10月30
日，记者见到胡玉山时，他正“走”到平刨机
前，开动机器，加工木方。

“这是我用过的第8条‘腿’了。”从平刨机
上下来， 胡玉山抓着凳面磨得溜光的小板凳
对记者说。

胡玉山是溆浦县祖师殿镇鲁家溪村人，因
病致残，靠着板凳“行走”。然而，他没有气馁，在
党的好政策帮扶和自身努力下， 成功脱贫，还
创办了木器加工厂，带领13名残疾贫困群众创
业。用一张小板凳“撑”起自强人生，胡玉山被
当地群众称为“板凳硬汉”。今年10月，胡玉山
荣获“2019年湖南省百名最美扶贫人物”。

双腿不行，还有健全的双手

1974年出生的胡玉山，在3个月大时，因
发高烧患上小儿麻痹症， 造成双下肢萎缩瘫
痪，落下终身残疾。

3岁时，胡玉山学会爬行。长大一点，他又
学着用小木板撑着胳肢窝“走路”。后来，小木
板换成小板凳。

身体的残疾， 也曾招致村里一些人看不
起，说他以后只能去街上讨饭。胡玉山听后，
没有当场反驳，但心中憋着一口气：一定要自
食其力。他坚信：双腿不行，还有健全的双手。

促使胡玉山下定决心创业的， 是他在
1986年自学木工那一年。邻居让他做个火盆
架，做好后，邻居很满意，给了他5块钱。看到
儿子的木工活受到认可， 胡玉山的父亲奖励
他1块钱。

“我干木工创业，就靠这6块钱起家。”胡
玉山说，小到凳子，大到桌椅，农村家庭用的
木器，他都能摸索着做出来。附近的村民慢慢
都来找他做东西。

业务越来越多，胡玉山一个人忙不过来，
他找来附近的一些残疾人， 手把手教他们做
一些简单的活。“我有手，他们有脚，我们‘拼
凑’到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人’。”胡玉山
说，木器做得多的时候，就出钱请能走能挑的
残疾人，把木器挑到集镇上的代销店销售。

“要带更多残疾人过上好日子”

2016年， 胡玉山主动申请退出贫困户，
摘掉贫困帽。有着11年党龄的胡玉山，并不
满足于此， 他要带领更多的贫困残疾人过上
好日子。

他决定把业务做大，开办木器加工厂。他
说：“我是个残疾人，深知残疾人的不易。现在
国家政策好，但也不能全依靠政府，我要带更
多残疾人过上好日子。”

如今， 在溆浦县卢峰镇杨家仁村的国道
边，胡玉山的“板凳硬汉家具木器厂”里，17
名工人中，有13名是残疾人贫困户，还有7名
残疾群众在家里参与生产， 胡玉山负责提供

原料和回收成品。
祖师殿镇党委书记刘利明， 积极支持胡玉

山创业，全程陪同他找地方，跑小额信贷，对接
县里各部门寻求支持，帮助拉业务、找销路。溆
浦县委书记蒙汉3次上门走访，也帮他解难题。

向家垅村51岁的严昌贵患有小儿麻痹症，
拄着拐杖，妻子也是残疾人，被评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日子过得很艰难。

2018年3月， 胡玉山邀请严昌贵夫妻一起
创业，手把手教严昌贵扎扫把，手工费6块钱一
把, 现在一年有2万多元的收入。“感谢胡玉山，
我今年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将来我更有信
心！”严昌贵十分感激地说。

残疾贫困户黄孝华，半边手脚丧失机能，在
胡玉山的工厂里做点杂活， 包吃包住，1600元
一个月。国家扶贫政策好，还有兜底保障，黄孝
华变得不再勤快，做事也吊儿郎当。

胡玉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胡玉山经常开
导黄孝华要认真做事， 靠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
子。说得多了，黄孝华就不耐烦，一气之下辞了
工，回了老家。

“他是单身，回去后生活很难。”胡玉山始终
记挂着他，骑着定制的电动车跑15公里山路，多
次去黄孝华家里看望他，每次都去耐心开导他，
劝他回工厂。 最终， 黄孝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跟着胡玉山回到了厂里，重新过上了自食其
力的生活。

“引导一个，影响一群。脱贫路上，我要尽我
最大的能力， 不抛弃、 不放弃任何一个残疾群
众。”胡玉山坚定地说。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莫成
通讯员 张军 谭阳

秋雨过后，云雾缭绕，大山深处的龙山
县里耶镇，青山隐隐，层峦叠嶂，令人仿若
走进另一个世界。

里耶镇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湖
南省第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其历史文
化厚重、民族风情浓郁、自然风光秀美，现
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等10
多张国字号名片。前不久，该镇又获评湖南
省“十大特色文旅小镇”。

10月26日，记者来到里耶古镇，一探
秦城风采。

让人们重返大秦帝国

刚进入古镇，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气势
恢宏的里耶秦简博物馆。博物馆前广场上，
高大威猛的士兵雕像， 一下子就将人拉入
了那个战马驰骋的时代，秦国“一统六合”
的丰功伟绩似乎触手可及。

博物馆内，三三两两的游人结伴而行，
细细品味。博物馆内设“古城印象”“酉水人
家”“帝国县政”“廉政文化”等展厅，一枚枚
秦简、 一件件陶器和青铜器静静地诉说着
2000多年前的历史；此外，博物馆还通过
音视频、3D动画、全息投影等技术，营造了
一个个逼真的秦朝社会生活场景。 置身其
中，仿佛让人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一切正如
中国考古泰斗张忠培所言： 里耶秦简博物
馆就好比一个巨大的时空驿站， 让人们重
返大秦帝国。

“名不虚传！不虚此行！”来自河北的胡
先生连连点赞,“早就听说过里耶的秦简，
今日一见，大饱眼福。”

2002年6月，里耶镇出土37000余枚秦
简，共计20多万字。相比之下，《史记》中关
于秦朝的记叙仅有5000余字。里耶出土秦
简详细记录了秦朝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生
活，为研究这个短暂王朝提供了珍贵史料，
素有“北有西安兵马俑、南有里耶秦简牍”
的美誉。

“秦简和秦文化是里耶独有的、排他性
的资源，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里耶管理
区党工委书记田大治介绍， 近年来里耶镇
建设了一批与秦简和秦文化高度契合的旅
游景点，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秦简、秦文
化的博大精深和独有魅力， 吸引了省内外
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今年国庆假期， 古镇举行免费书写赠
送秦简书法作品、秦情景剧表演等活动。根
据里耶秦简记载的《公船丢失案》改编的情
景剧，还让游客体验了一次穿越之旅，假期
接待游客39903人次。

历史和现代的拥抱

除了秦简和秦文化， 原汁原味的少数
民族文化和神奇秀美的自然风光， 也是里
耶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的核心资源。

在古镇老街区，200多栋民国时期的
老房子鳞次栉比，瞿家大院、陈家宅子有序
陈列，静谧祥和。高高的围墙遮住了阳光，
墙角的青苔正在静静生长。 远处几个少女
正在合影，清脆的欢笑声久久回荡。徜徉其
中， 游客可在喧嚣的尘世中寻求片刻的内
心宁静。走得累了，吃一碗正宗的里耶米豆
腐，瞬间让人忘记一天的疲惫。

街角一家店子被游客围得水泄不通，
记者走进一看，原来是一位阿婆正在织锦，
娴熟的手法让游人惊叹不已。 阿婆的一双
巧手在机杼上游走，有条不紊，张弛有度，
不一会儿， 一张精美绝伦的土家织锦就完
工了，引得游客现场抢购。

里耶镇是土家族聚居区， 民族风情浓
郁。如今，土家织锦、摆手舞、打溜子、咚咚
喹纷纷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古色古香的土家摆手堂，已经成为游
客必到的网红打卡点。

古朴的小镇安静典雅， 不远处的八面
山上，则是另一番热闹场景：骑马、烤全羊、
滑翔伞……八面山四周悬崖峭壁， 中央开
阔平坦，如同一条船。山上牧草丰茂，牛羊
成群，景点众多，被誉为“空中草原”。适逢
周末，不时有贵州、重庆等外地牌照的车辆
驶来。风景秀美的八面山，已经成为了周边
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近年来，里耶镇立足资源特色，加大旅
游投入， 先后投资4.8亿元兴建南游客中
心，投资3.6亿元建设文化旅游小镇，投资
3.95亿元搞景区提质改造， 古镇面貌越来
越美。2018年，里耶古镇共接待游客118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7.2亿元。

胡玉山：

小板凳“撑”起自强人生
穿越时空的邂逅

———龙山县里耶古镇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

塑料袋、一次性碗筷、杯子，在农村使用
频率非常高， 尤其是碰到红白喜事吃流水席
更是全套上阵，成了破坏农村环境卫生的“罪
魁祸首”。前不久，浏阳市高坪镇船仓村在实
施垃圾分类过程中，将“限塑”写进村规民约，
倡导大家身体力行。

11月1日，记者走进船仓村村民家，可以
看到，一次性杯子、塑料袋已不见踪影，取而
代之的是清一色环保杯和可重复使用的菜篮
子。 为了鼓励村民不使用一次性用具和塑料
制品， 村支两委给村民免费发放了“环保套
装”：20个环保杯、1个塑料菜篮、1个环保袋、
1个钢质垃圾架、1个餐厨垃圾桶。

“全村724户每户一套，全部由村支两委免
费提供。” 村支书贝远新介绍， 不要小看这套
“环保套餐”，每个都可以发挥作用。有了环保
杯，村民家里来客了，就不用使用一次性杯子
招待客人喝水喝茶；以前买一次菜，要用七八
个塑料袋，有了菜篮子，塑料袋就可以省去了。

舱仓村还有一支专门承接酒席的队伍，负
责办酒全套设备出租。以前，村里办红白喜事，
从桌布到碗筷、杯子，都是一次性用具，办一次
酒席可以收半车垃圾。 为了堵住这个最大的
“漏洞”，村支两委主动找到老板，为其配齐120
套办酒套装，包括可重复使用的桌布、环保杯、
碗筷等，并嘱托他一定执行“限塑令”。哪家办

酒，组上会通知保洁员送来垃圾桶。
船仓村没有农贸市场，村民平时买菜都靠3

个货车改造的流动“菜市场”。从9月起，卖菜的
老板贝承楼带头“限塑”。“以前村民买一次菜，
要用五六个塑料袋子，‘限塑’后，我们不提供塑
料袋，蔬菜直接放菜篮子里，碰到一些实在要袋
子装的菜品，就用环保纸袋 。”贝承楼说，“‘限
塑’后一天少用两三百个塑料袋。”

记者了解到，船仓村“限塑令”是今年9
月实行的。为了推动全村“限塑”，村支两委可
谓煞费苦心。8月13日， 村支两委组织召开全
村村民大会， 将不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用具
写进村规民约，并请全体村民表决通过。为了
落实“限塑令”，村支两委安排专人负责监督
执行，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就按照村规民约
进行处罚，发现一次罚款100元。

对于村里推行的“限塑令”，村民们非常
配合。“一次性碗筷、杯子、塑料袋等用具不可
降解，对环境破坏很大，我们坚决支持村委会
‘限塑’。”村民、村环保队员贝先信说。

以“限塑”为突破口，船仓村全面推进垃
圾分类处理。为此，村支两委出资20多万元，
购置了7台垃圾回收车， 并请了7名专职保洁
员，每天定期对垃圾进行回收。经1个多月努
力，船仓村卫生环境大为改观。村支书贝远新
表示，没有实行垃圾分类和“限塑”前，全村几
乎每天都有1车垃圾，新规实行后，一个月垃
圾只有6车。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唐梦辉

10月31日，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
明媚温暖。 长沙市天心区涂家冲的一栋单
位宿舍楼里，94岁的仲振江老人如往常一
样，翻开书皮已经掉色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史资料汇编》， 里面的内容他脱口而出。就
在前几天，在儿女的支持和陪同下，他完成
了自己一个最大的心愿： 办理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登记手续，成为一名94岁高龄的
遗体捐献志愿者。

仲振江是河北人，出生于1925年，不到
13岁就在济南军区独立团入伍。他经历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作为医疗护理
人员曾救治过很多伤病员。转业后，他曾任
长沙市第三医院副院长，1985年离休。

“我一辈子都在做医疗卫生工作，都是
在干革命，我要革命到底，最后还做一点贡
献。”与很多老年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截然
不同， 仲振江反复强调，“遗体捐献国家很
需要。”

2019年8月1日， 仲振江将一份材料
交到长沙市第三医院党委办主任李毅芬
手上。

“我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以及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为
报答党和祖国对我长期的培养和教育，我
决定百年以后一不开追悼会， 二不搞遗体
告别。我志愿在我百年以后无偿捐献遗体、
器官、组织，用于临床、研究和教学，以挽救
他人的生命，为社会作出贡献。”

这是一份发自肺腑的遗体捐献志愿
书，落款除了仲振江，还有他4个子女和妻
子的名字。

其实，3年前， 仲振江就萌生了这个想
法。“当时就写了报告， 又觉得自己身体还
行，没有上交给组织。这几年经常病，身体
差些了，说不定哪天就不行了。”仲振江说，
几经考虑，他跟老伴、儿女商量后就把遗体
捐献志愿书交了。

第一次谈到遗体捐献时， 儿女们一时
情感上不能接受， 后来经不住父亲的一再
坚持，都表示理解和尊重他的意愿。

长沙市第三医院离退休一党支部宣传
委员吴巧明回忆，有着75年党龄的仲振江，
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虽然老了，但还是
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每次医院离退休
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他都准时参加并发言。

2018年4月， 仲振江因感冒发烧在湖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住院， 缺席了当月的组
织生活会。出院的第二天，身体还未完全康
复，他就冒着大雨，把当月要交的党费送到
吴巧明手上。 他说：“我最近身体不好没来
开会，不在自己医院住院，是不想麻烦你们
来慰问我。今天特地来补交党费，向组织说
明一下情况。”吴巧明握着他打点滴淤青还
未消退的手，提出送他回家，被仲振江坚决
拒绝了。最终，他一个人颤颤巍巍地坐上公
交车回家。

仲振江生活简朴， 他拒绝儿女为他请
保姆， 老两口住在两室一厅的单位老房子
里， 家具朴素， 晚餐就是烙个家乡特色的
饼。耄耋之年，他每天跑步，洗冷水澡，一直
坚持到5年前。

他说：“比起牺牲的战友，我很满足了。
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身后事就简单地
处理。遗体捐献这个事就很简单，我不在乎
身后名，不图什么。”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陈玲 谢立松

10月28日的冷水江渣渡镇银溪村，在持
续数日绵绵细雨后，迎来了秋日暖阳。下雨缓
解了村里的旱情，村民饮水难问题得以缓解，
但全村却沉浸在一片悲伤中， 大家忍不住怀
念一个人———村民谢本希。

10月16日， 这位众人嘴里的“送水雷
锋”，在为村民们开水的路上，掉下山崖不幸
牺牲，生命永远停留在56岁。

当天早上7时，谢本希像往常一样到山上
蓄水池为村民开水，发现蓄水池内无水，便沿
水管管道查找原因。 当查到距离水源地150
米地段时，他不慎掉下山崖，被一根山藤套住
脖子，在无法自救的情况下，不幸窒息身亡。

老母倚门盼子归，妻在家中盼夫音。年近
九旬的老母亲、体弱多病的妻子收到噩耗，如
同晴天霹雳。 妻子康送利哭着喊着：“村民喝
水的问题，你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自己的命
难道没有那口水重要啊！”

谢本希去世的消息传开， 大家都无法相
信。镇领导赶来了，父老乡亲们赶来了。大家
饱含热泪，为这位平民英雄送别。村民谢序旺
眼泪不停地流， 他说：“如果本希不去为大家
服务的话，好多村民都没有水喝。这些年来多
亏了他，他是真正的为大家服务啊！”

银溪村位于冷水江市渣渡镇， 是湘中地
区偏远落后村庄，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村民
饮用水水源严重缺乏，一到秋冬干旱季节，饮
水难更成了常态。

1998年，村民自筹资金将张家岭上的山
泉水引到村民家中， 解决了700余人的饮水
问题。水引来了，却缺少一位克己奉公、任劳
任怨的守护者，来承担开水关水的重任。当年
35岁的谢本希默默地站了出来。

银溪村原村支书谢国元介绍：“当时没有
工资来源，村里研究，每个用水户交2元钱，用
于日常维修，而谢本希纯粹是义务工。”

从那一年起，不论酷暑严寒，还是烈日风
雪， 谢本希每天像上班打卡一样往返于家里
与水源处，早晨7时开水，上午10时关水。一
年365天，天天如此，从没有缺席过。一旦遇到
水源中断， 他还要按照水管路线来回检修维
护。长此以往，他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送水
雷锋”。

开水、关水，简单却不平凡。农忙时，家里
插田忙不过来， 谢本希还是把开水放在第一
位。只要听说哪儿的供水管道有问题，他又丢
下家里的活，径直往山里赶，拦都拦不住。村
民家里的龙头或水管坏了，他也是随喊随到。
家里人怪他，没有工资的活干得太认真了。他
总是笑着说：“家家户户等着要喝水用水，怎
么能耽误呢？”

山里的野草总是疯长。 从张家岭到银溪
村这段长达4公里的山路上，布满荆棘，有些
地方需要用手抓着山藤才能行走。 这条崎岖
险峻的山路，他一走，就是21年，从满头青丝
的壮汉，走成了头发斑白的老者。

那个随叫随到、 不畏艰辛的“送水雷
锋”，走了；他用生命守护的这条水道，依然
流水潺潺。

平民英雄谢本希：

用生命守护
村民用水

浏阳市高坪镇船仓村的新鲜事———

“限塑”写进“村规民约”

“我不在乎身后名，不图什么”

94岁老兵志愿捐献遗体

11月1日上午，长沙市人民路与车站路交会处，工作人员在拆除一座退运输电线路的
铁塔。长沙市城区范围内目前有30余条已退出运行的输电线路，其中110KV和35KV线路
共有杆塔400余基。为消除退运线路安全隐患，从本月初开始，长沙供电部门开始对这些
线路的杆塔进行拆除施工，预计明年初可全部完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拆
除
退
运
输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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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易巧君 黄圣平） 记者今天从省医
疗保障局获悉，我省已正式出台《湖南省欺
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
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符合
条件的举报人，最高可奖励10万元。

根据《实施细则》，公民、法人或其他社
会组织(以下简称举报人)可以以来信、来电、
来访、网络等方式，对涉嫌欺诈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行为进行举报。这里的医疗保障基金
是指由医疗保障部门管理的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含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大病互助、公务

员医疗补助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含
大病保险等)、医疗救助、生育保险等医疗保
险专项基金。《实施细则》还鼓励各级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聘请社会监督员对欺诈骗取医
疗保障基金行为进行监督举报。

《实施细则》强调，举报奖励坚持精神
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根据举报证据与
违法违规事实查证结果分三个等级， 最高
奖励额度不超过10万元。另外，举报人为
协议医药机构的内部人员或原内部人员，
或其竞争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并提供可靠
线索的，可按奖励标准提高20%给予奖励。

最高奖励10万元
湖南举报欺诈骗取医保基金奖励细则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