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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产业基地忙碌红火；大山深

处，扶贫车间人头攒动；偏远村寨，援建小学

拔地而起……年终岁末的怀化通道，脱贫攻

坚战正酣，绿水青山展笑颜。

自2018年2月，长沙市天心区开始对口

帮扶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天心区委、区

政府对帮扶工作高度重视，区委书记朱东

铁、区长黄滔先后多次赴通道开展帮扶专题

调研考察。为了深入推进帮扶工作，在区县

两地签订帮扶协议的基础上，天心区11个街

道分别与通道11个乡镇签订三年对口帮扶

协议，点对点结对子，明确靶向、对症下药。

天心区驻通道扶贫工作队全体队员把他乡

当作故乡，在扶贫一线不遗余力地挥洒自己

的青春和汗水……

数据显示，2018—2019年，天心区累计

投入帮扶资金3212.5万元，发动筹集社会资

金 308 万元，实施产业项目和民生项目 29

个，直接解决 2362 人到长沙或本地就近就

业。在天心区的帮扶下，通道正在加快脱贫

步伐。

产业帮扶拔掉“贫穷之根”

冬季是农闲季，但通道双江镇长安堡村

的村民们可闲不下来，他们的手里正忙活着

一件高附加值的小事儿——制作羊肚菌营

养包。

羊肚菌是一种珍稀食用菌和药用菌，品

质好的羊肚菌干货每斤可卖到上千元。天

心区驻通道帮扶工作队队长陈志刚告诉笔

者，正是看中了羊肚菌超高的附加值，今年

10月，天心区投入帮扶资金300万元与当地

企业合作建立了一个羊肚菌种植基地，基地

占地200亩，全部采用钢架大棚。目前羊肚

菌的销路已经联系妥当，下个月就可以采

收，保守估计，每亩的毛收入能达一万元。

通道万佛山镇石壁村的村民老杨头今

年格外开心——他养的6箱蜂今年产了120

斤蜜。土蜂蜜很抢手，预计今年卖蜂蜜能有

上万块钱的收入。

老杨头养蜂并不是头一年，但此前，他

养的蜂，产蜜并不多。今年的好收成离不开

扶贫队的技术赋能。

石壁村位于万佛山深处，依山傍水，山

林覆盖率很高，村上常有野蜂出入，养蜂条

件十分优越，但因为不懂养殖技术，养蜂并

不成规模。去年，帮扶工作队来村里考察

后，决定因地制宜发展中蜂养殖产业。为了

将养蜂技术带到大山深处，天心区工作队聘

请湖南农业大学的教授每年给村民进行不

少于15次的技术授课，还请了当地2名经验

丰富的蜂农长期驻扎基地，随时提供技术服

务。

“养蜂是生态产业，它不占用土地资源，

不产生污染，对人力要求也不高，蜜蜂的授

粉还能带动其他种植业的发展。今年，帮扶

工作队向村里发放了500箱蜂，现在90%的

蜂箱均已取蜜。蜂蜜质量好，卖得也好，供

不应求。”陈志刚告诉笔者，看到效益后，老

百姓的养蜂热情高涨，蜜源植物紫云英在村

里的种植面积比以往提高了近10倍。

除了羊肚菌种植加工、中蜂养殖，天心

区驻通道帮扶工作队还在当地援建了枣蜜

桃基地、迷迭香基地等特色产业，通过持续

投入资金、人才、技术，“外引内扶”，增强通

道的“造血”机能。据统计，这些产业已带动

2243名贫困户增收。

就业扶贫铺设“脱贫之路”

在通道双江镇力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部的“扶贫车间”里，近50台缝纫机“沙沙

沙”地响个不停，工人们埋着头，在各自的生

产线上忙碌着。

“我前几年是在广东打工，因为要照顾

家中老小，前年辞工回了家，也就没了收入，

现在在家门口干活不仅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还能顾上家，以后我会好好干。”正在做着

缝合工序的贫困村民吴春兰对未来的日子

充满希望。

把“扶贫车间”建在贫困户家门口，把就

业机会送到贫困群众手里，天心区通过引进

优势企业共建“扶贫车间”，已经走出了一条

“车间驻村、居家就业、群众脱贫、集体增收”

的新路子。

力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天心区从广

东东莞引进的优势企业，今年7月正式进驻

通道。天心区向该企业投入帮扶资金 100

万元。如今，通过“公司总部+乡村扶贫车

间”的模式，力可智能公司已在菁芜洲、双江

镇、坪坦乡等地区共设立6个扶贫车间，累计

安排就业260余人，其中贫困户86人。

据公司执行总经理吴红伟介绍，运营这

5个月来，公司已经完成超10万件订单的生

产量。“按照订单情况分析，公司本部满负荷

生产后可提供就业岗位400多个，乡村扶贫

车间可继续复制 8 个，争取每个乡至少有

1—2个。”可以预见，明年将会有更多的“扶

贫车间”出现在贫困户的家门口。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除了将“扶

贫车间”开进大山深处，帮扶工作队还分批

将通道需要就业但没有一技之长的贫困老

百姓安排到长沙接受职业培训。去年2月以

来，天心通道合作开设了“订单式”压路机手

培训、黑老虎水果种植培训、“侗嫂”育婴员

培训、电工培训、乡村创业创新培训、电焊工

培训、蜂农培训等专场培训班，通道605名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均掌握了一门就业技能。

与此同时，帮扶工作队和天心通道两地

人社部门合作，每年开设 2-3 期招聘会，增

加通道百姓的就业机会。仅今年3月，在通

道举行的 2019 年“春风行动”暨“政企协作

促就业、助力脱贫奔小康”大型公益招聘会

便提供了近 2 万个招聘岗位，涵盖机械、生

产、家政、销售等100余个工种。

民生帮扶叩开“幸福之门”

扶贫先扶智。对口帮扶以来，教育帮扶

一直是天心区的重中之重，各个渠道的援助

资金中有80%是用于教育。

今年 4 月，天心区与通道联合举办了

“手拉手”送教活动。一年多来，天心区先

后选派了 43 名年富力强、业务精湛的优秀

骨干教师赴通道开展支教送教交流活动，

接收了47名通道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来天

心区跟岗学习和交流，构建起了教育扶贫

及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让教师人才培养

形成常态，浇灌教育人才之花。其中，红卫

小学、仰天湖小学与通道部分学校更是建

立了“网络联校”，有效提升了当地的教育

信息化建设水平。目前，天心区 29 所学校

与通道31所学校结为对口帮扶“手拉手”教

育教学发展联盟。

不仅如此，今年天心区在牙屯堡镇逊冲

村援建了1所学校，同时，来自天心区的爱心

企业湖南兴威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也投

入200万元在独坡镇孟冲村援建了1所希望

小学。目前这两所学校正在紧张施工。学

校建成后，当地孩子们的就学条件将得到极

大改善。

除了教育，医疗领域的帮扶也在深入推

进中。

坪坦乡是百里侗文化长廊所在地，有村

民约18000人。之前，乡里卫生院的条件十

分落后。为了改善村民的就医条件，扶贫队

捐赠了 2 台价值 100 多万的 Dr 体检设备。

今年又援建了新的卫生院，新院建成后，规

模和医疗条件都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和衷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如

今，在2239平方公里的通道大地上，处处可

见“天心印记”。一幅携手共进、同心筑梦的

壮美画卷正在这片深山侗寨徐徐展开。
·精准扶贫在三湘·

大爱共筑“新通道”
——长沙市天心区对口帮扶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纪实

刘宇慧 铭 泽

杨永玲 王曙明 杨 丽

“验收通过的信息一发到我的手机上，

当时眼泪哗的一下就出来了。”永州职业技

术学院教师胡荣说起自己最近一次流泪的

时候，依然眼眶泛红。

“我们都不愿意回望过去的那三年，因

为实在是太苦了，但是我们挺过来了。”永州

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杨晓斌如是说道。

“课程压力最大的时候，连续一周平均

只睡了一个小时。浏览大量资源，查漏补

缺。”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张琼宇印象最

深的是医学检验教学资源库项目攻坚时分

的艰难岁月。

“这个教学资源库建成之后，书本上艰

深抽象的检验学知识变得具体生动了。课

上没懂的，课后还可以自己查阅延伸。”永州

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检验专业的学生对比了

资源库建成前后学习的感受。

起因：要做一个服务师生的医学检
验技术教学资源库

传统的医学检验课程教学离不开老师

翻书教学，但因为不够生动具体，学生的理
解能力各不相同，导致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再
适应新的教学需要。

“为了方便学生理解，我从 2014 年开
始，就手绘漫画教学，那时候项目带头人杨
晓斌教授找到我，说想要建立一个教育资源
库，我二话没说就参与了进来。”作为项目团
队中的成员，胡荣回忆起三年前杨晓斌教授
组建团队的过程。

为了让更多年轻老师讲课更有底气，为
了让全国更多医学生的学习更加具象，2016
年，杨晓斌教授先后找到了张琼宇、欧陵斌、
王文渊、桂重阳、胡荣等人，组建起了项目团
队骨干和带头人。

攻坚：三年砥砺换来暗香浮动
项目团队的组建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

步，随后，永州职业技术学院、襄阳职业技术

学院、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牵头，联合重
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等

12所兄弟院校，联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高

等教育出版社等10家医院（企业），组建了职

业教育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共建

共享联盟，共同参与资源库建设。

“除了完成日常教学任务，其他精力全部

投入到了项目建设，连续一个礼拜每天只睡一

个小时。”身残志坚的“轮椅博士”张琼宇是这

支队伍的中坚力量之一。张琼宇说，虽然经历

了高强度的课程录制，但是大家都保持着极高

的热忱，不肯降低一丝标准。

“我们这支队伍里面的每个人都积劳成

疾住过院，家人也从最开始不能理解我们为

什么这么拼，变成了默默在背后支持。”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检验教研室主任欧

陵斌也是项目的骨干力量。在做课程教学

视频的时候，发现二维动画呈现不出细胞内
结构，需要建三维模型。但是对此他并不擅
长，经过多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后，欧陵斌有
些失落。

“杨晓斌教授就来给我们打气，他说‘我
们做的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项目，绝对不允
许半途而废’。”随后，在杨晓斌的帮助下，3D
显微镜模型创建出来，及时解决了欧陵斌遇
到的难题。

“头发白了，回家探亲的次数少了，朋友
聚会也没了，但收获了师生的赞誉，也得到
了业界的认可，这一切就值得了。”王文渊教
授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

硕果：所有丰收背后，都是汗水和
付出

2019 年 12 月，历经三年的永州职业技

术学院医学检验技术教学资源库项目顺利
通过验收！

截至目前，资源库已上线 16 门课程、
3667门微课、19012条素材，共享16门专业
核心课程资源，有在线学员87128名，初步建
成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推广应用学校
50余所，覆盖省份15个。

资源库以服务本专业学生学习、教师教
学为主要任务，兼顾服务社会用户、企业用
户的学习与培训，资源建设坚持以专业教学
标准为准绳，以教师和学生需求为导向，以
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为基础，突出
移动“教”和泛在“学”的特点，牢牢把握“四
个坚持”，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其
建设成果代表了高职高专院校医学检验技
术的最高水平。

“资源库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后
续永州职院及参建单位将及时更新资源，提
高资源的时效性；提升资源质量，提高资源
的适用性；更新相关标准，提高资源的指导
性，对接“职教20条”，探索“1+X证书”和“学
分银行”建设。

梅花香自苦寒来
——写在永州职院医学检验技术教学资源库项目顺利验收之际

·精彩湖南·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彭婷
通讯员 肖姿）今天上午，湘潭市竹埠港
新区综合开发项目一期正式开工建设，
老工业基地即将焕发新的生机。

坐落在湘江东岸的竹埠港，曾是全省乃

至全国最具活力的化工生产片区。2014年，
湘潭市、岳塘区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停了
28家重化工企业。竹埠港老化工基地“走”
了，孕育着无限希望的新区“来”了。

这次开工的一期项目总面积 2841

亩，总投资约 37 亿元。项目将按照“优化
产业生态”的建设开发思路，立足湘潭特
色资源、优势产业、重点园区实际需要，
瞄准尖端前沿产业精准化招商，打造产
城融合示范区。

竹埠港新区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预计到 2020 年底，项目将完成“一
座发展中心，一处示范公园，两条市政道
路”建设，为项目后续招商引资打下坚实
基础。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近日，郴州市苏仙区组织相关
单位代表，来到该区许家洞镇郴州国际温泉
城项目现场，跟踪问题解决。按照项目整体规
划，外部绿化工程需要租用许家洞镇温泉村
近70亩土地。为了给项目建设排忧解难，镇、
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寻求大家支持。

“在项目建设、征地拆迁等方面，投资方
提出的要求，项目指挥部能解决的立刻解
决，不能解决的也会研究向上汇报，争取支
持。”郴州国际温泉城项目负责人杨玉富告
诉记者，目前联系该项目的区领导已4次带
队赴省协调，成功解决调整项目高压输电线
路等问题。项目从今年6月底开工以来，其

生活馆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公寓楼、住宅楼、
地下室等建设进度超出预期。

今年来，苏仙区坚持把产业项目建
设作为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的支撑，针
对项目建设中存在责任压得不实、建设
进度不快等问题，建立“三分”（分类、分
级、分段）调度机制和“六定”（定任务、定

时间、定进度、定责任、定考核、定奖惩）
推进机制，推动项目落地、取得实效。

1至11月，苏仙区区领导与各项目调
度组和区级相关负责人，共召开现场办
公会120余次，解决难题30余个，全区42
个重点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87.79 亿
元，为全年投资计划104.5%。

永州供港新鲜果蔬
占我省96.5%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何昌笠 姜泽健)近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相关负责人
到永州市新田县东升农场、回龙圩柑橘果园，开展供港蔬
菜、水果基地溯源巡检。这是香港食环署首次派人巡检我
省供港果蔬基地，以全面建立湘港两地生产流程监管和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永州市作为我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新南门”，近年
来立足自身区位优势，全力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
工程，其高品质果蔬在香港市场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据
统计，今年 1 至 11 月，该市供港新鲜果蔬 9279 批，货值
18.39亿元，占我省供港新鲜果蔬96.5%。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唐
曦）衡阳市近日通报了 4 起生态环境
损害案例，共有 42 人被问责。这是衡
阳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生
态文明建设重要指示精神，抓好环保
督察整改，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
任的体现。

据介绍，此次通报的案例，均为
2018 年省第一环保督察组对衡阳开
展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包括衡阳市
环卫处第二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处理
不到位、耒阳市蔡伦竹海风景名胜区
生态环境破坏、衡阳县飞宇建材有限
公司扬尘污染、衡阳市航务管理局未

履行饮用水水源保护职责等问题。
根据查明事实及有关规定，衡阳

市县两级纪委监委分别对4起问题的
6名责任人予以党纪处分，对7名责任
人进行政务处分，对 5 名责任人进行
诫勉谈话，对2名责任人进行约谈，对
22名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

“互联网+监督”
晒出“明白账”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通讯员 李炳泉 鄢
仪 记者 肖洋桂）“我的房子今年危改，3万元补助
资金到账了，与镇政府微信监督群里公示的分文不
差。”12月18日，津市市药山镇八宝湖村建档立卡
贫困村民杨友成和邻居聊天时，开心地说。

今年来，药山镇纪委充分运用“互联网+监督”
平台，向全镇13个村(社区)群众推广使用“三湘e监
督”公众号，让群众参与镇村民生、扶贫资金发放等
监督。同时组织各村(社区)建立“清风连心桥”微信监
督群，定期将村级党务、政务、财务信息推送到微信
群内。“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干了什么事、效果
怎么样、有没有问题”，让群众明明白白。不久前，该
镇一位村民在监督群里，看到一名死者还在领大病
医疗救助金，便向纪检部门提出质疑。后经核实，原
来该人患病期间，向民政部门申请了大病医疗救助，
不料审批办理期间，病情加重去世。之后，由他儿子
代为领走该笔救助资金，符合民政部门大病医疗救
助政策。知道情况后，这位村民表示理解。

目前，药山镇657名党员干部群众加入微信
群开展监督。该群已发布贫困户动态调整、扶贫
资金分配、危改资金拨付、村级财务等各类信息
94条，受理群众反馈问题和诉求 104起，全部得
到解决，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

衡阳通报4起生态环境损害案例
42人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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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聘任首届特约监察员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王

菲）为推动监察机关依法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
监督，12月20日，常德市监察委员会召开第一届特约监察
员聘任会议，聘请叶冬生等15人为特约监察员，聘期3年。

聘任特约监察员，是常德市监委引入外部监督的一
项重要举措。特约监察员按照一定程序优选聘请，以兼职
形式履行监督、咨询等职责。此次聘任的 15 名特约监察
员，有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成员、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代表、专家学者、媒体和文艺工作者等。

湘潭竹埠港 新区综合开发项目一期开工

苏仙区 提前完成产业项目建设任务
前11月完成年投资计划104.5%

冰糖橙
幸福果
12月22日，麻阳苗

族自治县高村镇果语千
寻供应链8号仓，工人忙
着清洗、分拣、包装冰糖
橙。近年，冰糖橙产业已
成为该县的富民产业、特
色产业，冰糖橙已成为苗
乡人民的“幸福果”。

滕树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