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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文兰

4月13日，春和景明，莺啼燕语，南
岳衡山山色返青，百花盛开。趁着春
光，不少游客来到南岳衡山景区，感受
春日的灿烂旖旎。

“虽然大庙暂停开放了，但我们还
可以去爬爬山、赏赏景、采采茶。等它
开放了，再来祈福也是一样的。”广州游
客刘奕说。

为有效防止输入性和聚集性疫情发

生，从4月10日12时起，南岳大庙、祝融
殿等室内型景区景点和全区所有宗教活
动场所暂停对外开放，对于因暂停开放
而改变游览计划的游客，全区各景区、宾
馆、酒店、旅行社无条件提供退订服务。

“不枉此行！南岳的美不止在大
庙。”得知南岳大庙暂停开放后，江西游
客张兰并没有选择打道回府，而是攀爬
翠鹫峰，打卡杜鹃花海。近百亩野生高
山杜鹃竞相绽放，将山头装扮得一片鲜
红，灿若云霞。它们有的低首回眸，有
的丹唇翠衣，有的娇艳欲滴。

记者了解到，此次暂停开放的只是
室内型景区，而开放型景区景点将继续
对外开放。游客或选择爬祝融峰登高望
远、或走梵音古道看花开正艳、或观日出
叹云海翻腾、或游“十里茶乡”体验采茶
乐趣、或去红星村感受骑行乐趣……

山上享受南岳衡山的五岳独秀，山下
则可欣赏“麻姑献寿、福临南岳”文化大餐。

饮寿茶，祈长福。4月13日，由专业
舞蹈演员扮演麻姑仙女，在花涛香海美
景中进行高空表演，仙女衣裙随风飘
舞，风致嫣然，如同落入凡间的仙女，让

游客大饱眼福。现场还设有祈福心愿
区，供游客将祈福带绑至区域内，祝福
护佑自己和家人健康长寿，心想事成。

为保障广大游客生命安全与身体
健康，南岳区积极打造“非接触型”景
区，推出一系列措施，如使用微信和支
付宝等非接触型支付方式，倡导游客在
购票、候车排队、景区参观时，保持 1.5
米以上距离；游客进入景区游览须出示
本人身份证和健康绿码，佩戴口罩并配
合体温检测；实行分段限流、分散式游
览等，确保游客游览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欧阳林

4月12日，天朗气清。从汨罗市长
乐镇智峰山顶上眺望，群山起伏，云雾缭
绕，风景如画。山上，游人背上飞行包，
穿戴好护具，将滑翔伞撑开，迎风起飞；
山下，串串肉类被烤得“嗞嗞”作响，孩童
在空旷的草地上欢呼雀跃，尽兴玩耍。

看着五彩斑斓的滑翔伞在蓝天翱
翔，来自岳阳的12岁男孩陈一宸说也要
体验一把。签保险，坐“越野”，爬山坡，
陈一宸随教练黄垅等人上了智峰山顶。

“长乐智峰滑翔伞基地建于 2014
年，起飞点是山顶的八角尖，海拔 580
米。”黄垅说，因为爱好，他勤学了两年，
当上教练。

走步，小跑，抬脚，腾空，一切准备
妥当，陈一宸在黄垅带领下“飞”了起
来。“耶，成功啦！”陈一宸对着蓝天大声
喊道。

10多分钟后，陈一宸安全降落在一
片绿茵中。他不禁赞道：“好玩！”

“最近天气好，很多市民周末出来
玩。”长乐智峰滑翔伞基地负责人刘喜

庆喜不自禁，“每天预约滑翔游客20多
人，今天更是爆棚。”

数千游客“打卡”长乐古镇，这让镇
党委书记凌红权乐了：“长乐镇正抓紧
推进文旅体产业整合项目，长乐的古街
非遗文化、大垅的农耕文化、智峰山的
体育运动，已逐渐构筑一条完整的文化
体育生态农业旅游环线。”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徐荣
曾佰龙 通讯员 丁凯 赵雅琴）4月13
日，在湘潭盘龙生态小镇，全国首家
专业杜鹃花博物馆——中国杜鹃花
博物馆主体建筑正在抓紧施工，有望
今年对外营业，将为我省新添一张旅
游名片和网红打卡地。这一项目是
农发行湘潭市分行支持乡村振兴战
略的一个缩影。

今年一季度，农发行湘潭市分行
累计发放3.65亿元贷款，帮助盘龙生
态小镇（中国杜鹃花博物馆）建设杜鹃
花博物馆；累计发放2.45亿元，为湘乡

市东郊现代农业示范园项目建设引入
“金融活水”，拓展当地贫困人口靠产
业脱贫致富的途径……在湘潭，该行
的政策性“金融活水”不仅用于支持重
点项目建设，还涉及脱贫攻坚、粮食安
全、普惠小微企业、重要农副产品、农
业科技创新、国家重点战略、生态环境
保护等10个重点领域建设。

据统计，今年该行已累计投放各
类贷款 10.83 亿元，比去年同期多投
放7.83亿元，发挥了农发行“当先导、
补短板、逆周期”的政策性金融作用，
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金融保障。

湖南日报4月13日讯（记者 周俊
邹娜妮 通讯员 戴乐得）4 月 13 日，
冷水江市三尖镇纪委书记曾荟来到
石槽村走访贫困户，了解他们在生产
生活等方面的困难，了解驻点干部在
工作作风、帮扶实效、政策落实等方
面的情况。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结
合“百日攻坚”行动要求，冷水江坚持
问题导向，强化监督专责，展开集中
走访和整治行动。出台决战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的专项治理行动、
常态化联点督查等方案，明确工作目
标、监督范围、监督内容和监督措施；
利用纪检监察市乡一体化工作模式，

严查扶贫工作不实、作风漂浮及考核
验收中的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问
题；结合对以往巡察整改落实情况和
问题线索处置执行情况进行重点抽
查，全面提升问题整改实效和脱贫攻
坚质效；加强村级小微权力+“互联
网+监督”平台的管理和使用，深化村
级小微权力风险防控。

同时，高标准推进扶贫领域涉纪
信访举报件的动态清零行动，通过“带
件下访”、走访群众、查阅资料、电话访
谈、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及时解决一批
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激励和鞭策广
大干部，充分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役。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万传文

白天在集镇摆水果零摊，能赚上
大几十元；早晚打扫近5公里村级主
干道卫生，每月500元。进入4月，澧
县小渡口镇竹天湖村村民姚大华一
下有了两份工作，让一家人的日子慢
慢好起来。

51岁的姚大华，早年一直靠打工
过日子。2012年，正供职于长沙某酒
店当保安的他患上肺血栓栓塞。近
几年，疾病使他双腿有些病变，导致
肢体三级残疾，一家人成了建档立卡
贫困户。2018年7月，妻子与他协议
离婚。

妻子离开了，自己又不能干重
活，经济上的拮据和病痛的困扰让姚
大华很有些无奈，感觉只能等政府的
救济才是最好的出路，“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成了他的口头禅。

“大华，你要振作精神，我们来帮
你，绝不能因病返贫。”2018 年 4 月，
姚大华成了澧县纪委副书记李章斌
的帮扶对象。要改变姚大华，让其自
力更生，必须重新燃起他对生活的希
望。从此，工作之余，李章斌经常为
姚大华捎去猪肉、水果及缓解腿疼的
药物，还为其申请危房改造，帮助他
建房。

第二年，姚大华和父母、女儿一

家四口搬进了90平方米的新房，屋内
有卫生间，有自来水。看到李章斌忙
前忙后的付出，姚大华打心眼里感
激，觉得自己应该振作起来，做些力
所能及的活儿。于是，庄稼地里有了
他的身影。去年，栽种的西瓜获得大
丰收，姚大华骑着电动车去附近市场
上销售。不久，他的女儿以优异成绩
被澧县二中录取，让一家人又乐开了
花。

“李书记，我今年想找点事做，你
看行不？”今年3月上旬，李章斌来到
他家，不等落座，姚大华就征求起意
见来。

“大华，为你身残志坚点赞。”李
章斌建议道，“村里种植草莓、葡萄、
西瓜的多，进货方便，离集镇不到一
公里，摆个水果摊适合你。”

“和我想到一块了，但水果摊的
生意就是上午和下午一阵子，我还想
再做份事。”

从等着“输血”到主动“造血”，李
章斌觉得姚大华和两年前相比，像变
了个人，当即同村党总支书记李寿勇
商量起来。得知村里有一个片正好需
要保洁员，姚大华便成了不二人选。4
月1日起，他就干起了保洁员的活儿。

“大华，你的未来不是梦，日子一
定会越过越红火。”前几天，姚大华的
水果零摊也正式开业了，李章斌前去
捧场，道出了对他一家的祝愿。

湖南日报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张友亮

层峦叠翠，茶香四溢。清明节过
后，石门县维新镇古城堤村八户山迎来

“最美四月天”。
“搭帮贾茜回村带着我们种茶，眼

下茶叶俏得很。”4月13日，茶农在八户
山上一边采茶，一边感激从省城辞职回
乡的贾茜。

半年前，31 岁的贾茜还是长沙某
银行的一名上班族，拿着不低的薪资，
日子简单舒适。当她突然放弃安逸生
活，回到老家时，村民们都认为她只是
来度度假、散散心。

“我想趁年轻做点有意义的事。”回
到八户山的贾茜每天除了学习茶知识，
就是穿行在茶垄上。虽然有时忙得连刷
朋友圈的时间都没有，但每天都很充实。

“我喜欢这里的人和景，也喜欢忙
忙碌碌的自己。”对贾茜而言，有意义的

事，就是拿出自己的本事，把八户山这
片鲜为人知的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口
袋里的金山银山。

八户山位于石门县皂市水库北岸，
主峰海拔 901 米，山高坡陡，过去只有
一条 6 公里多长的险峻小路连接山上
山下，物资往来全靠村民肩挑背负或骡
马驮运，村民慢慢地全部移居山外。但
八户山山顶平坦宽阔，溪水潺潺，槠叶
齐、碧香早和黄金茶等茶叶，质优味
醇。几年前，村民自发成立云中君茶业
合作社，但随着村民移居，合作社没了
主心骨。

“家乡的好山好水，就是最好的本
钱。”贾茜告诉记者，八户山土家文化、
禅茶文化交相融合，发展有“钱景”。

今年 1 月，贾茜决定帮乡亲们一
把，挑起云中君茶业合作社负责人的担
子。

随后，贾茜第一次“当家”，以合作

社的名义，在八户山修了第一条上山的
公路。

看中了好山出好茶，贾茜投资近
200 万元，采购制茶设备、改良制茶工
艺、对茶园进行标准化改造。目前，合
作社拥有标准有机茶园1268亩，107名
群众入社。乡亲们纷纷刮目相看：“贾
茜妹子不简单！”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茶上市后全部
直销。贾茜背着茶叶跑市场，拜访曾经
的银行客户、老师同学等，质优味醇的
高山绿茶备受青睐。

八户山往年产茶约 2500 公斤，产
值约300万元。今年以来，贾茜带领乡
亲们采茶约 1000 公斤，销售额达 150
万元。

为丰富产品，除制作绿叶外，贾茜
还引进红茶、黑茶、白茶制茶工艺。“不
仅采茶期可延长至9月，全年销量和产
值还将翻一番。”贾茜信心十足。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世民 龚茶林 曹文龙

“龙凤胎”，对很多人来说是天大的
喜事，却给平江县上塔市镇王山田家带
来很大的烦恼。

4月10日，当地党政干部来到已脱
贫对象王山田家，帮她家解决因“龙凤
胎”带来的系列困难。

王山田父母育有“四朵金花”，王山
田排行老三。2014年，父母为山田招了
岳阳县青年杨战东入赘。小两口很孝
顺也很勤快，同时在广东打工，两人月
均收入六七千元。两三年下来，在老家
建起小楼房，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遗憾的是，结婚快6年，王山田没怀

上孩子。
2019年7月，夫妇俩到湘雅医院做

了试管婴儿，B超显示还是双胞胎。一
家人都乐坏了。

天有不测风云。今年 1 月 28 日，
王山田突然出现早产征兆。当晚在省
妇幼保健院，一双“龙凤胎”提前 4 个
月降生，女婴体重 800 克，男婴体重
930克。

因为早产，两个孩子被迅速转入省
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每天医疗
费用、各项支出高达数千元。花光家里
的积蓄后，他们开始四处借贷。2月21
日，他们发起“轻松筹”，当地的镇村干
部也积极参与，筹得善款 106063 元
……但仍然远远不够。

为做试管婴儿花了10多万元，每个
月治疗费需10多万元，家里已经债台高
筑，夫妇俩又不能外出挣钱。

上塔市镇党委、镇政府了解这一情
况后，立即安排扶贫干部对接、协调各级
各部门，一起拯救这对“龙凤胎”——村
上聘用山田的父亲担任生态环保员，年
薪6000元；及时为两个孩子上户；对接
医保局，追补住院费用；还为他们申请

“大爱平江”慈善协会的专项帮扶，到民
政部门为他们争取最低生活保障……

“政府和社会对我家给予了很多关
爱，等孩子情况稳定后，我会动员战东
外出打工挣钱。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
明天会更美好！”王山田脸上满是自信
与坚强。

湖南日报4月 13
日讯（记者 刘燕娟 通
讯员 蒋红梅 唐荣林）

“没想到，不仅办证不
要钱，连照相都免费。”
今天，在东安县民政局
婚姻登记大厅，一对刚
登记结婚的新人满脸
惊喜。

这个意外之喜，得
益于该县开展的专项
督查。今年 3 月，县委
巡察办牵头成立 4 个
专项督查组，对 2017
年 11 月以来中央、省、
市、县巡视巡察反馈问
题整改落实情况开展
专项督查，全面了解责
任单位整改情况，让巡
视巡察反馈问题“清仓
见底”。

各责任单位注重
把问题整改与便民惠
民结合起来，同时标本
兼治抓好源头治理。
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原来与某营利性社会
组织合作，该局在整改
中解除了合作合同，实
行工本、复印、照相业
务全免费，每年可减轻
群众负担 50 余万元。
县司法局存在法律援

助资格审定松散、部分律师向援助对
象吃拿卡要现象，该局在整改中连续
出台 3 份文件，对法律援助流程进行
规范，从制度上斩断灰色利益链。

据了解，本次督查对巡视巡察反馈
的834个问题、移交的117条问题线索
办理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县委巡察
办出具了专项督查报告，对整改不彻底
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对履责不
严、敷衍应付、弄虚作假导致问题整改
不到位的，建议县纪委监委启动问责程
序，对相关责任人追责问责。

农发行湘潭市分行：

10亿元“金融活水”灌溉乡村

冷水江：靶向监督护航精准脱贫

残疾人姚大华变了——

昔日等靠要 今朝两份工

春浓绿肥杜鹃红
——南岳室外景区春光好游人乐

智峰之上心飞翔

“龙凤胎”早产 众人施援手

回乡做茶农 青山变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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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农时
插秧忙
4 月 13日，益阳市赫

山区笔架山乡中塘村，中亿
现代农业基地杂交早稻开
始机插。目前，该区种粮大
户抢抓农时，组织农机手进
行早稻机插。今年，赫山区
计划早稻播种面积42.7万
亩，现已完成集中育秧可插
大田面积25.56万亩，早稻
插秧逐渐进入高峰期。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肖萍 摄影报道

抢修道路保畅通
4月12日，省道352线桂东县桥头乡横店村路段，大型机械正在清理公路

塌方。进入春季，受降雨影响，该县境内公路多处出现不同程度塌方。县相关部
门派出巡逻队巡查，一旦发现塌方影响通行，立即组织抢修，确保道路畅通。

邓仁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