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读·政治06 2020年6月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卜云 李飞 谭力彰 刘世霞

雨后的西北山区，空气格外清新，映
入眼帘的尽是翠绿。5月28日，记者进
入石门县罗坪乡高寒山区时，被一幅幅
美景所陶醉。只见薄薄的云雾在山间游
动，像画家泼墨，勾勒成一幅幅丹青。

站在山上向远处眺望，一栋栋吊脚
楼和造型别致的小楼房，在云雾萦绕中
若隐若现，仿佛进入仙境，令人心旷神
怡。

罗坪乡党委副书记龙选周介绍，罗
坪之所以有着“天画”美誉，是因为这里
的地形地貌奇特：云海日出、天目洞、青
石林、红石林、岩子口峡谷、千年银杏等
成为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成为养生、摄
影、绘画、自驾、户外的绝佳之地。然而，
前些年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加上一
年当中一半左右时间处在云雾之中，绝
色美景并没有改变这里贫穷落后的面
貌。

2014年精准扶贫以来，罗坪乡百姓
用勤劳的双手挖穷根、兴产业，2018 年
所有贫困村摘帽，去年全乡人均综合纯
收入上万元，家家户户开启了小康生活。

画面之一：茶园飞出欢乐歌

红鱼溪村，是罗坪乡种植茶叶面
积最大的村。据村党支部书记王承海
介绍，村里有 262 户 797 人，茶叶种植
面积 2800 亩，其中 1400 亩得到欧盟有
机认证。为了提高茶叶的附加值，村
里建起 7家年产10万公斤的干茶加工厂，
成立3家茶叶合作社，年产茶叶350万公
斤；去年仅茶叶一项，全村人均纯收入达
1.2万元，50％以上的茶叶销往欧盟市场。

担任23年村党支部书记、今年刚退
职的老支书谷中荣深有感慨地告诉记
者：“山还是过去的山，地还是过去的
地。为什么过去乡亲们贫穷？最大的障
碍就是没有公路。农副产品再好，也难
变现。”紧接着，他跟我们讲述道，2016
年前村里只有一条乡道，没有一条村
道。县交通局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村里
以来，修了 20 多公里的水泥道路，现在

无 论 是 通 组 还 是 到 户 ，水 泥 硬 化 率 达 到
98％。路通了，产业旺了，乡亲们的日子由苦
到甜，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经过栗子坪村红石林有机茶生产基地时，
一阵阵山歌仿佛天籁之音。循着歌声，记者走
进一片绿如地毯的茶园。10多个土家妹子飞
舞着指尖，熟练地采摘着嫩叶。她们一会儿唱
着山歌，一会儿对着手机自拍，恨不得将这里
的美景和她们的幸福生活定格在手机里，让更
多的人分享她们致富后的喜悦。见记者好奇，
罗坪乡乡长刘志辉解释道：“原本不是采摘季
节，这些土家妹子今天来茶园主要是自拍，吸
引更多的游人来这里游玩。”

见到记者，一位穿着土家服饰、名叫刘久
玲的中年妇女自豪地介绍：“我们10多个姐妹
除了排练土家族舞蹈、唱山歌外，还利用手机
自拍的形式向外界展露我们罗坪人的精神风
貌。”在记者的请求下，她和姐妹们唱起了欢快
风趣的土家山歌《美丽的罗坪》：美丽的罗坪我
的家，秀丽的景色山如画，高山岭上山歌扬，田
地茶叶吐新芽……

来到栗子坪村一块茶园里，只见一位村民
正用竹竿在茶树上扫来扫去。村干部介绍，这
里的茶园大都经过欧盟认证，治理蚊虫除自动
灭虫灯外，还要用竹竿扫除茶叶面上的蜘蛛
网。

正在茶园忙碌的村民叫熊召辉，今年 47
岁，是个视力4级残疾人。他年迈的父母体弱
多病，妻子嫌弃家贫，23 年前与之离异，唯一
的儿子还患先天性智障。一家生活来源全靠
4 亩茶园。2014 年前，全家人均收入不足
2000元，是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自县帮扶
工作队进驻栗子坪村后，因户施策，精准帮扶，
让熊召辉看到了希望。

2015年，熊召辉将茶叶种植扩大3亩；2016
年，栗子坪村种植的茶叶获欧盟有机认证，茶农
收入大幅提高。熊召辉依托“企业＋合作社＋农
户”模式，趁势又新增茶园3亩，总面积达10亩，
且均已有收益。见熊召辉放下活计，坐在一块岩
石歇息，我们靠拢过去，与他拉起了家常。“不瞒
记者同志，这几年我家的收入年年增加，去年不
仅茶叶收入5万元，还养殖马头羊35头，土鸡50
多只，生猪3头，收入也有4万元。前不久，全家
告别从祖上传下来的百年木房，搬进了新的安置
区，还添置了一台农用车和摩托车。这种幸福生
活，真的像做梦一样。”

画面之二：赶着羊群奔富路

在金家湾的一处绿油油的山坡上，
一大群马头羊和山羊正在啃着嫩草，一
位土家汉子悠然自得地坐在岩石上，望
着这群“宝贝”，脸上堆满了笑容。

据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杨年雄介绍，
这位放羊的村民叫彭武国，今年54岁，过
去一直在陕西、山西一带挖煤，在外漂泊多
年，只是糊了个嘴巴，连女儿的学费都付不
起。2012年，一栋小木房子还是两兄弟一
人一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16年，县
交通局帮扶工作队进驻后，帮他办理了10
万元的小额贴息贷款，买回3只种羊、80只
母羊。当年，彭武国就出栏50多只，现金
收入4万多元。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的彭武国，兴
奋得一个晚上没合眼。2017年，他又将
养殖规模扩大到 140 多只，年底出栏
110只，现金收入10多万元。尝到甜头
的彭武国，养殖热情一发不可收拾，
2018、2019 年收入分别达到 15 万元和
20万元。今年，他又把养殖规模扩大到
400 多只，现已出栏 100 只，收入 12 万
元，到年底还可出栏100只左右，收入保
守估计也有15万元。

“手里有了钱，腰杆就挺得直。”说起
养羊，彭武国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他告诉记者，“2017年，家里建起一栋砖
瓦结构的新房，还帮在县城工作的女儿
买了一辆越野车，开了一家美容院。”彭

武国沉思了一会儿，继
续说，“从明年开始，我

打 算 转 变 养 殖 模
式，将散养改为
圈养，主要原因
是散养破坏了
生态植被，圈养
就是自己苦点、
累点。我们红
鱼溪村森林覆
盖率达到97%，
去年的人均纯
收 入 达 1.5 万
元，印证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画面之三：老单身讨贤婆娘

在大龙坪村的一处山腰上，一栋贴
着白色瓷砖的两层小楼格外显眼。进入
这家院落，紧邻楼房的是一栋扩建的茶
叶加工厂，工人们正在安装调试新购进
的茶叶加工设备。见记者到访，好客的

女主人连忙热情地搬凳倒茶。大家围坐
在禾坪里，品着“青钱柳”，沐浴着暖暖的
阳光，话题集中在了这户人家的男主人
王君田50岁既脱贫、又脱单的故事中。

王君田年轻的时候就向往外面的世
界，在外东闯西荡，然而一事无成。返回
村里后，王君田先后经历了姐姐远嫁、父
亲病逝、母亲瘫痪的磨难，他不得不挑起
照料老母亲的重担。由于家境贫穷，致
富又找不到门道，眼看到了50岁还没讨
上婆娘。为此，他四处借钱建起一栋两
层楼房，欠下一屁股债。

2016 年，乡长刘志辉与他结对帮
扶，帮他办理了5万元的小额贴息贷款，
鼓励他办起了茶叶加工小作坊。从此，
他就依托茶叶加工，每年加工四茬新茶，
年收入达到 20 万元。他又抓住村里茶
叶新品“青钱柳”大面积种植的机会，在
刘志辉的帮助下，今年投入50万元扩大
加工规模，购买全自动化加工设备，还申
请办起茶叶加工合作社。

过去穷得叮当响，如今致富出了
名。经人撮合，维新镇的易必林结识了
王君田。一来二去，易必林最终被王君
田的勤劳所打动。去年底，已进入天命
之年的王君田，终于结束了打单的苦行
僧日子。他们两个人的结合，在全乡传
为佳话。正如易必林所说：“贫穷并不可
怕，只要肯干，吃得苦，人勤奋，就一定能
够过上甜蜜的生活。”

举行婚礼的那天，王君田的老母亲
激动地老泪直流，一个劲地说：“看到你
娶到这么一个贤惠能干的媳妇，我就放
心了！”

画面之四：幸福屋场笑脸多

罗坪乡居住着土家族、白族、苗族等
少数民族，土家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
98%以上。今年受疫情影响，最能体现
邻里团结和睦的“门板宴”也消失了几个
月。然而，就在5月28日傍晚，记者在红
鱼溪村陈敏汉的屋场里，有幸领略了一
场“门板宴”。只见宽敞的屋场上，摆着5
张门板，拼在一起有10米长。桌面上摆
放着10多个由众乡亲端来的腊猪蹄、豆
腐、羊肉、河鱼等土钵，搁置在炭炉上，散
发出诱人的香味。作为东道主的陈敏
汉，又配置了 20 多盘时令蔬菜、腌制的
坛子菜。

开席之前，陈敏汉以茶代酒，激动地
说：“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我
们能够摆脱贫穷，过上小康的幸福生活，
搭帮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搭帮扶贫工作

队的好干部。”话音刚落，屋场里爆发出
热烈的掌声。

陈敏汉是个上门女婿，由于自家吊
脚楼屋前的禾坪宽敞，自然就成了“幸福
屋场”。

夜幕降临，屋场上开启了灯光，正中
央点燃了篝火。独具特色的土家族山歌
独唱、九子鞭、薅草锣鼓、地花鼓、三棒鼓
等精彩演出，乡亲们掌声不断，直呼过
瘾。

人群里，有位拄着盲杖的村民引起
记者的注意。一位村民介绍，这位盲人
叫周后礼，今年 56 岁，是本乡重庆峪村
人。这个人真的不简单，是罗坪出了名
的养蜂能人。他虽然眼睛看不见，却是
个戏迷，哪里有演出，他就到哪里凑热
闹。他今天到红鱼溪村来，就是驻重庆
峪村帮扶工作队长唐生龙开车送来的。

在与唐生龙的交谈中我们得知，周后
礼是个苦命人，高中毕业后因病双目失明，
前些年父母又先后离世，至今独身一人。
可他身残志不残，人特别勤劳，平时种黄
豆、土豆、养猪、养羊、养蜂都搞过，但日子
还是紧巴巴的。2016年，帮扶工作队进驻
重庆峪村后，看到周后礼的生活状况很是
心酸。大家为他脱贫出谋划策，扶持他养
殖蜜蜂，并按桶数给予资金支持。周后礼
养蜂从5桶、10桶，扩大到20桶，仅此一项
年纯收入就有2万多元。

一个盲人在大山里怎么养蜂呢？见
记者疑惑，唐生龙描绘了周后礼收蜂的
一个场景。

那是 2017 年 5 月，他专程来到周
后礼养蜂的山上，看到周后礼爬上一
棵 20 多米高的大树，整个身子趴在一
根离树主干 3 米横出去的枝桠上，双腿
绞住枝桠固定身体，一只手把桶子罩
在蜜蜂上，另一只手把蜜蜂往桶里赶，
还用牙齿咬住纱布、包好口子才下来，
真是佩服。

得知省报来了记者，周后礼有些
激动，似乎有话要说。主持人连忙走
上前，将话筒递到周后礼手上，希望他
大胆给乡亲们讲上几句。“乡亲们，我
虽眼瞎但心明。搭帮村支两委、帮扶
工作队，我才过上甜蜜的生活。这里
我只想讲一句话：脱贫不能等靠要，致
富不可睡大觉，只要勤劳精神在，幸福
生活甜如蜜。”一番话落地，幸福屋场
响起了热烈掌声。

熊熊燃烧的篝火，映红了乡亲们的
张张笑脸。开启小康生活的罗坪云上人
家，明天会更加美好。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衡南速览】
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衡

南县纪委监委开展了易地扶贫搬迁“一季一专
题”集中治理，对日常管理、后续帮扶等开展全
程监督，跟踪落实，解决了集中安置点产业扶
贫、家门口就业一揽子问题。

【记者目击】
G322国道从衡南县泉湖镇穿过，每天来

来往往的车辆给泉湖镇增添了几分忙碌的
景象。泉湖镇富源小区4栋楼房就处于国道
旁，可谓泉湖镇的“黄金地段”，2019年，全镇
易地搬迁的64户贫困户陆续集中安置到这
里。小区新房白墙亮窗，加之交通便利，生
活基础设施俱全，泉湖镇党委政府还在小区
成立业主委员会，每家开辟了一块菜园，这
样的悉心安排，料想搬迁户一定会满意。

2020年3月，衡南县纪委监委专项巡察
组来到了富源小区，深入到每家每户走访，
检查易地搬迁的安置政策是否落实到位。
64 户人家有近 3 成大门紧锁，经过查问，才
知返回到原居住地种地耕田去了。

“没有产业，留不住人，暴露了后续帮扶缺
失的问题。”县纪委监委随即向泉湖镇进行交
办，责成镇党委落实主体责任，认真整改到位，
并联系县商务和粮食局在富源小区设立电商扶
贫站，促进电商扶贫。泉湖镇纪委也积极主动
作为，引入衡阳鸿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驻富
源小区，开设扶贫车间，带动贫困户就业脱贫，
后续帮扶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春夏之交，艾蒿处于生长旺季，艾叶加工成
的香包、药枕开始行销，鸿壶公司加工生产车间

也应运而生。5月10日，扶贫车间正式开工，14
名易地搬迁贫困户成了第一批“工人”。

5月20日，记者到此看到一片繁忙的景象，
扶贫车间前晾晒着一排排艾蒿，车间里碾碎机
轰隆作响，钟先军正忙着给成堆的艾蒿打着
捆。钟先军今年40多岁，原是建委村的贫困
户，妻子患病，钟先军家之前就是“空房户”。他
告诉记者，原来的家那边田地里还有庄稼，是一
家人的口粮，不能荒了，加上妻子要时时照顾，
所以只能空了新家，回到旧家。

听说开了扶贫车间，钟先军忍不住回来
看看，第二天，他就在车间里干起活，吸引他
的是每天近百元的收入。其它“空房户”跟
钟先军一样陆续回迁，富源小区入住率达
100%，产业扶贫效果立竿见影。

将打成粉的艾叶，装进一个个小香袋里。
73岁的李全凤老人每天就在包装车间里，干着
这样轻松的活，老人高兴地对记者说：“每天可
以赚70多元，比在家里闲着好多了。”在老人身
旁的另外2名女工也跟着点头说好。

扶贫车间旁边是一家超市，超市里枇杷
干、蜂蜜、酸菜摆满了货架，县里电商工作人
员正在直播带货。超市老板娘冯芳介绍说，
超市之前就卖些生活品，县里将电商扶贫站
放在了超市之后，超市就成了农产品“代销
点”，贫困户自产自制的农产品有了销路。

“土鸡蛋，蜂蜜都是抢手货。”冯芳说，今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产品网上销售了3万余
元，进货送货需要人手，还解决了2人就业。

“把监督执纪问责贯穿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工作的全过程，不但让贫困户搬得出、稳
得住，接下来，还要帮着贫困户朝着能致富、
开启新生活目标迈进。”衡南县纪委书记、县
监委主任曹朝晖表示。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张璇 通讯员 姜
帆）今天，岳阳市屈原管
理区交警大队联合交通
等多个部门，完成了全区
4处事故多发路段和高风
险路段的整改，及时消除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去年12月以来，屈原
管理区围绕机动车非法
营运、校车安全、农用车
整治等 7 大类 15 个方面
交通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出台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集中整治行动方案，组织
协调区交通、教体、市监、
农业农村等多部门，联合
开展货车超载专项整治
行动 5 次、拖拉机专项整
治10余次、校车专项整治
2次。

截至目前，屈原管理
区已现场查处各类道路
交通违法行为 1068 起，
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录
入 4334 起。其中，超员、
超载、违规载人278起，酒
驾、醉驾 76 起，无证驾驶
113 起 ，机 动 车 逆 行 58
起，查扣未年检、未登记
或已达报废标准的车辆
32 台，行政拘留 6 人，刑
事拘留4人。

湖南日报 6月 8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刘士琳）2019 年
以来，湖南检察机关受理的群众信
访25854 件，100%实现群众信访
7 日内程序性答复和 3 个月内办
理进展和结果答复。6 月 8 日，
省检察院召开“民有所呼、我有
所 应 ———群众信访件件有回
复”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相关情况。

据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建宽介
绍，自去年群众信访件件有答复工
作开展以来，我省信访工作比过去
增加了近3倍。为确保该项工作有
序运行，湖南省检察院对2018年1

月至2019年7月的1030件重复信
访重新进行了梳理、核实，对群众来
信来访由过去可以口头、短信答复
变更为一律采用统一书面规范格式
文书答复。将信访人的基本情况、
信访事项、分流处理以及答复或可
不予答复等情况逐项录入检察机关
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建立电子卷
宗。为了及时掌握各地该项工作的
推进情况，湖南省检察院又派出7个
小组分赴14个市州院，对全省检察
机关开展群众信访答复工作情况进
行专项督导。此外，我省检察机关
还积极探索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在

全国检察机关率先建立了律师代理
申诉等改革工作机制，设立了律师
值班室，律师代理申诉专用通道，及
时为缺乏专业法律知识的信访申诉
人提供法律帮助，有效保障来访群
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
权。

6月8日至12日，全省检察机
关将开展“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活
动，将重点围绕群众信访件件有回
复工作、公开听证、12309 检察服
务中心建设，以及群众关心的相关
法律法规等进行宣传，充分展示检
察机关司法为民的做法和成效。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拥有新家园
开启新生活

——衡南县监督落实易地搬迁后续帮扶政策 屈
原
管
理
区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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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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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严
万达 通讯员 聂梦霓）今日，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原副主席、湘西
经开区党工委原书记向顺荣受贿一
案。向顺荣被控受贿700余万元。

检方指控，2005至2018年，被
告人向顺荣在担任湘西州吉凤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湘西

吉凤工业园管委会党委书记、主任，
湘西吉凤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委副
书记、主任、党工委副书记，湘西经开
区党工委副书记、书记、管委会主任
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
工程承揽、款项拨付、土地出让、资金
出借、政策兑现、工程量置换等事项
上，为田四顺、秦忠、邓远祥、高福永
及湘西国盛置业有限公司、洁宝日

化(湘西)有限责任公司、湘西兰天武
陵投资有限公司、湘西州兄弟玻璃
有限公司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
胞弟向顺华(另案处理)索取或非法
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732.639万元，数额
特别巨大，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庭审中，控辩双方对相关证据
进行了举证、质证。被告人亲属、
纪检监察部门人员、群众代表等
60余人旁听了庭审。鉴于案情重
大，法庭宣布闭庭，将择期宣判。

湖南日报 6月 8 日讯（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蒋伟）日前，经省
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芷江县委原
书记曾佑光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曾佑光违反政治纪律，对
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跑官要
官，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
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借用
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由他人支付

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购房款，违规从事
营利活动，利用职务之便买卖土地营
利；违反生活纪律；非法购买农村集
体土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项目
承揽、土地出让手续办理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涉嫌受贿犯罪。

曾佑光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
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私欲

膨胀，目无法纪，滥权妄为，把党和人民
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且在
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其行为
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
据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曾佑光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湖南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怀化市第五次党代会、芷江县
第七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审查起诉。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受理群众信访25854件

我省检察机关处理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

湘西州政协原副主席向顺荣
受贿案一审开庭审理

芷江县委原书记曾佑光被“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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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罗坪乡美景，云上人家。 卜云 摄

5月27日，罗坪乡栗子坪村的村姑在茶园里玩起了抖音。 周勇军 摄

罗坪乡重庆
峪村盲人周后礼
在清理蜂桶。

李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