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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

11月7日， 记者闻着园里的果香，赏
着层林尽染的美景， 走进临澧县刻木山
乡岩龙村。 藕池里的残荷在光影衬映下，
恰似一幅天然的水墨画。 翠绿环绕的官
亭水库滩涂上，各种鸟儿在啄食鱼虾。 奇
石林立的山岭上，长着一株株脐橙，硕果
满枝，异常壮观。

令人陶醉是秋色
秋色，令人陶醉。 就在这时，远处山

岭飘来一阵阵欢笑声。 循声而去，不少村
民聚在大坡山的脐橙园， 在听村里果业
合作社理事长杨民军“侃经”。 杨民军拿
着一把剪刀，剪掉脐橙树残枝，摘下长得
不好的果子。“乡亲们，这些劣果不除，就
会挤占正常果子的营养和水分， 大家千
万不要舍不得……”

随行的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金
波说：“乡党委书记陈璐、 乡长黄明祥也
来了。 ”他告诉记者，陈璐是个长沙妹子，
是省委组织部选调生，到临澧工作13年，
在7个乡镇摸爬滚打过， 今年3月才担任
刻木山乡党委书记。 记者仔细打量，陈璐
高高的个头、健康的肤色，说起话来满口
临澧卷舌音，跟当地妇女没有什么区别。

陈璐随手摘下几个脐橙， 让我们尝
鲜。 看到记者酸得龇牙咧嘴，乡亲们开怀
大笑。“记者同志，别看橙子现在酸，采摘
后存到过年吃，比蜜还甜呢。 ”说这话的，
是乡政府的通讯员龚道沿。

脐橙园里话丰收
脐橙园里，大伙拢在一起，有的坐在

岩石上，有的蹲在树下。
村民张可成乐呵呵地说， 他今年58

岁，儿子、儿媳在东莞打工，自己和老伴
既要带两个孙子，又要管理15亩脐橙。 去
年，脐橙大丰收，纯收入10万元，还支持
儿子在东莞开了家餐馆。

“能过上甜蜜生活，这要搭帮老支书
杨国清。 我们这个村， 山多岩头多田土
少，人均只有0.3亩地。 为了找到一条发

展产业的路子， 杨国清从上世纪80年代
起，就研究脐橙。 这些年，他吃的苦、受的
累，就像山上的岩头数不清。 ”张可成说，
2015年， 杨国清从省农科院引进园丰脐
橙新品种， 在专家指导下大规模育苗种
植。 老支书退休后，他儿子杨民军接过他
的事业， 牵头成立官亭湖果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做大做强脐橙产业。 现在脐橙种
植面积已从2016年的2000多亩，发展到
如今的1.2万多亩。

张可成感慨万千：“幸福生活是干出
来的。 我们岩龙村在2014年还是省级贫
困村， 村里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06户403
人。 2016年，岩龙村成为全省脱贫攻坚示
范村，2018年整村摘掉贫困帽，现在村里
贫困户只剩2户4人。 ”

乡长黄明祥接过话茬：“岩龙村是典
型的喀斯特地貌，藏不住水，基础设施非
常脆弱。 岩龙村发展产业，得益于国家的
扶贫政策。 驻村帮扶工作队这几年给予
村里技术、信息、资金等多方面支持。 尤
其是在国家项目支持下， 村里建起了节
水灌溉工程，有效解决了‘望天收’问题。
水的瓶颈一破解，脐橙发展如雨后春笋。
现在这个村栽种的纽荷尔和园丰两个脐
橙品种，年产值达4000多万元。 去年，全
村仅脐橙一项，人均增收4100元。今年脐
橙长得好，又是一个丰收年。 ”

走出一步天地宽
为做大做强脐橙产业，去年，村里合

作社建起了脐橙初加工车间和冻库。 村
里的电商平台、 淘宝店铺和腾讯扶贫小
店也开起来了，网上销售空间逐步打开。

说起这个话题， 乡亲们把赞许的目

光投向坐在岩头上的一个年轻人。 他叫
印剑，今年28岁，是邻村桃树村人，现担
任村里的党建联络员。 印剑从广西师大
毕业后，在新疆干了6年肉制品和水果销
售，积累了丰富的网上销售经验。 去年，
他通过村里的淘宝店铺和腾讯扶贫小
店，为岩龙村销售脐橙15万多公斤，实现
销售收入120多万元。 听到众人夸奖，印
剑的脸一下红了。

“能得到乡亲们认可，真的好有成就
感。 ”印剑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残疾人的故
事。肢体残疾人余祥振，从2016年开始开
山种脐橙，面积发展到100余亩。 去年结
果1000多公斤， 今年结果5000多公斤，
明年可达2.5万公斤。 去年收入4000元，
今年至少收入2万元，明年可望超过10万
元。 余祥振也被省残联评为全省残疾人
致富阳光示范户。“他是我的榜样，是我
前行的动力。 ”印剑说。

走出一步天地宽。 陈璐告诉记者，岩龙
村准备发展“产业+旅游”，即利用村里喀斯
特地貌，将果园里奇形怪状的岩石进一步挖
掘、整理，与造型有致的脐橙树搭配，形成天
然盆景； 利用当地九曲十八湾优质水面，打
造野钓场和一批富有民俗风情的农家乐；举
办采摘节，让城里人体验农事之乐……

不知不觉，斜阳西下，将岩龙村点缀
得格外秀美。

株洲开办乡村振兴
双创人才集训营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吴辉
兵）“要用场景思维做电商……”今天上午，听完中国电商
协会创业导师于旭东的授课， 株洲果美生态农业公司董
事长谭新建赶紧行动，调整公司电商营销思路。谭新建参
加的是11月11日在攸县开营的株洲市乡村振兴双创人才
集训营培训，来自攸县、醴陵、安仁等6个县市区的140余
家企业的负责人参加培训。

目前，乡村优秀人才短缺，严重制约乡村经济发展。
为补齐人才短板，推进湘赣边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株
洲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了这次培训。培训
为期一周，参训的主要是农业种养与加工、销售流通及文
旅类企业负责人。主办方特邀王志勇、于旭东、蔡亮等8名
专业知识渊博、实践经验丰富的导师授课，并组织开展调
研、外出游学、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农产品展览等活
动，以提高学员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

苏仙区携手“廉内助”
打造“护廉网”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杨菊先）“今天的活动让我深受触动，今后我会一如
既往念好家庭‘廉政经’、吹好廉政‘枕边风’，当好
家庭‘纪委书记’……”11月8日，在郴州市苏仙区领
导干部廉洁家风教育大会上，该区栖凤渡镇一名科
级干部的家属郑重承诺。

教育活动从观看警示片《底线》开始，片中部分
党员干部无视党规党纪、 在贪欲面前迷失自我、最
终身陷囹圄而声泪俱下忏悔不已的场景，令参会的
60余名干部家属感慨不已。 4起领导干部家风不正
典型案例通报，更给现场干部家属带来震撼。会上，
还宣读并发放了“家庭助廉倡议书”和廉洁家书，号
召干部家属们争做“廉洁家风”传承者、培育者、引
领者，干部家属们在“当好廉内助，共树好家风”家
庭助廉践诺签名墙上签字承诺。

此次活动是苏仙区开展的“写廉洁家规、送廉洁
家书、话廉洁家事、倡廉洁家风”系列活动之一。 为深
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该区通过开
展以廉洁家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引导全区党员干部
修身齐家、以廉守家、文明传家，涵养好家教、培育好
家风。

茈湖口镇人居环境
整治见成效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通讯员 孙殉华 戴文辉 王诗
剑）11月10日中午，益阳市资阳区茈湖口镇新飞村村民祝
楚勋，将家里厨房垃圾干湿分离后，用旧报纸包着丢进分
类垃圾桶，动作熟练。他说：“我们村搞垃圾分类已有一年
多时间，大家养成习惯了。 ”

据了解，近年来，茈湖口镇紧紧围绕美丽城镇、美丽
乡村建设要求，大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爱卫新风深入人
心，人居环境优美宜人。 去年12月，该镇成功创建为国家
卫生镇。

在人居环境整治中，茈湖口镇因地制宜，全面实施垃
圾分类、污水处理、改水改厕等民生工程，全镇面貌一新。
新飞村利用闲置的小学教学楼， 建起村级垃圾分拣中心
和垃圾中转站，以“户分类、村分拣、镇转运”模式，对垃圾
进行分类处置，一部分用于沤土作肥，一部分进行废品回
收，有效减少垃圾量约50%。

茈湖口镇还创新环卫管理模式，注册成立环卫公司，
在全镇13个村、1个社区实现每天12小时长效保洁。同时，
加强日常监管，对“示范庭院”“合格庭院”进行评分授牌。
在集中安置区，试点推行分散式小型微动力污水处理，鼓
励村民对闲置房、旧厕所进行改造，或新建标准化三格化
粪池。目前，全镇800多户村民有了自家的污水处理系统。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刘洋

11月6日中午， 麻阳县城龙升社
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贺春香家，
窗明几净，屋里摆设井井有条。

“如今有了房子，我又在工业集
中区的一家公司上班，称得上安居乐
业了。”贺春香刚下班回到家，乐呵呵
地说，“这要感谢党的好政策，我们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

“贺姐不等不靠，通过自己的努
力将两个女儿送进大学，摘掉了‘贫
穷帽’。” 贺春香的帮扶人、麻阳纪委
监委干部付名山介绍道。

贺春香是麻阳文昌阁乡雷司坪

村人。 贺春香和丈夫曾在浙江打工。
2008年，其丈夫患急病突然逝世，那
时她才34岁，大女儿12岁不到，小女
儿才8岁。将两个女儿托给娘家，贺春
香外出打工。 贺春香心中有个信念，
再穷也要供女儿读书，这是摆脱困境
的唯一出路。

这些年，贺春香省吃俭用，偿还
丈夫患病欠下的债务， 供孩子读书。
日子虽过得清苦，但在孩子学习投入
上，她从不打折扣。 两个女儿也很争
气，成绩优异。

2014年， 贺春香一家被列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县纪委监委驻村扶贫
工作队将其列入重点对象给予帮扶。

4年前， 贺春香的女儿一个面临

高考、一个面临中考，她回县城陪读。
县纪委监委的干部帮忙联系租房，落
实“两免一补”政策。贺春香的大女儿
考上大学后，又帮她申请助学贷款。

老家的房子破烂不堪，不适合居住。
2017年初，贺春香一家被纳入易地搬迁
对象，计划在乡镇集中安置。贺春香看得
远，想安置到县城，打工找门路方便些。
工作队长多方联系乡里和县里有关部
门，年底帮其调整到县城安置点。

“搬到新房后，付名山还提供务
工信息， 帮我在工业集中区找到工
作。”贺春香告诉记者，去年大女儿毕
业，在县城一所学校当老师，小女儿
考上了师范学院， 她上班每月有
3000元工资，生活越过越有滋味。

给红白喜事限标准立章程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通讯员 张静 ）“在生

育、升学、入伍、生日、乔迁等喜庆事宜时，做到不盲
目攀比、不跟风宴席，自觉除陋习、树新风……”这
是东安县紫溪市镇全体居民近日签订的一份移风
易俗承诺书。今年以来，该镇开展“治陋习·树新风”
乡风文明建设年活动， 给红白喜事限标准立章程，
村居移风易俗基本实现制度化、常态化。

据悉，紫溪市镇着重推进村（居）红白喜事村约
及理事会制度，明确了红白喜事的理事机构、办理
流程、宴客数量、喜事时长、酒席标准、礼金额度、收
礼范围， 以及其他陋习的治理措施及奖惩规定，纳
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公示上墙，严格执行。村民操
办红白喜事，需要第一时间通知红白理事会，理事
会与事主按照《红白喜事操办标准细则（试行）》共
商操办具体事项。

“早就应该这样做了。 ”群力村村民李有元说，
“大操大办的习俗，老百姓也很苦恼，现在有了参考
标准，省心不少。 ”

湘潭“以案为鉴”
警示教育党员干部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见习记者 曾佰龙 通讯员
冉春雷 ） 记者近日从湘潭市纪委监委获悉， 该市开展

“以案为鉴” 警示教育活动， 让党员干部接受教育。 湘
潭市分别在市直教育系统、 市农业农村局、 市大数据和
产业创新发展中心等多家单位召开警示教育活动， 通报
了湘潭生物机电学校系列案和昭山和平小学原执行校长
李亮军严重违纪违法案， 市农科所原党委副书记刘伟英
严重违纪违法案情况及处理结果。 这些单位主要负责人
在接受警示教育后分别表态， 将以案为鉴， 深刻反思，
汲取教训， 全面压实责任， 加强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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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治污水 美乡村
11月12日，长沙县高桥镇金桥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宛若花园，绿意盎然。该项目用一排排的管网将农户家的生活污

水汇集到前处理装置内，经过格栅池、厌氧池、氧化池、提升池等层层过滤处理后，达到直排标准，由景观池排出。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