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发代号 41-1 邮编：410005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0731）84329777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刘也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HUNAN RIBAO

庚子年六月初七

第25610号

2020年7月

星期一

今日8版

27

开栏的话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走进腊尔山，绵延不断的崇山峻岭，坐落着数不
尽的山村寨落。

地处苗疆边墙下的凤凰县山江镇，风光旖旎，如
诗如画。山水之间，氤氲奇异民风。民俗学者评价：山
江苗寨，湘西苗疆最典型的苗寨，是苗族历史的缩影，
苗族文化的摇篮，苗族风情的窗口。

7 月 26 日，农历六月初六，是苗族祭奠始祖蚩尤
的传统节日。我们奔赴山江镇，探寻大山深处的苗巫
文化传奇。

民风奇异：非遗荟萃文化画卷
腊尔山，苗族祖山，自古是湘、黔、川(渝)边区苗人

腹地。
凤凰县山江镇，犹如一颗明珠，镶嵌于腊尔山高

山台地西南边缘。
从县城驱车，沿着蜿蜒的谷地北行 20公里，一路

石峰奇巧，林木茂盛，携带着田园风光的秀丽。约半个
小时，我们来到了山江镇。

山江，苗语叫叭咕，意即干旱的山洞，曾被苗民称
为蛤蟆洞。乾嘉苗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在此设总兵

营，山江因而又称总兵营。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叭固乡，
后为纪念山江水库成功修建，改为山江镇。

山江镇，是中国凤凰国家地质公园核心区，有雄
奇的苗岭群山和雀儿峡谷群，境内凤凰祖山八公山，
最高海拔1059.3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苗族人民的
智慧巧妙结合，把自然风光、历史遗迹星罗棋布地镶
嵌于纵横交错的峡谷溶洞、
悬崖峭壁的飞瀑流泉、竹林
掩映的飞檐翘角。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修
筑苗疆边墙，现称“南方长
城”，对边墙以外实行封锁政
策，边墙外的山江、腊尔山禾
库地区苗民不入户籍，属于
化外之民。

▲ ▲

（下转4版②）

“一部苗族悠久历史的轮廓，一个苗族多彩社会的缩影，一幅苗族灿烂文化的画卷。”38年前，凤凰县山江镇筹
建苗族博物馆，从湘西走出去的文学大师沈从文寄语评价。

山江镇自然风光秀丽，民俗风情浓郁，是苗族历史的缩影、苗族文化的摇篮。从今天开始至8月3日，湖南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走进山江镇，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2020年湖南特色文旅小镇

山江风流

神秘苗寨 瑰丽画卷

题

记

中国的脱贫故事，注定会在 2013 年，写下深情
而浓重的一笔。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南调研，
一下飞机就直奔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

在这里，总书记与大家拉家常、话发展，首次提
出了“精准扶贫”重要论述。

“精准扶贫”是中国扶贫史上的伟大创举。一场
铭刻历史的脱贫攻坚战从十八洞村发起，历时近七
年之久，艰苦卓绝，波澜壮阔。

首倡之地，举国瞩目。湘西州在这场大战中，交
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时已过半，记者深入湖
南脱贫攻坚“主战场”湘西州，目睹决战决胜时刻的
壮丽场景，深刻感受书写“精准扶贫”这份答卷的使
命与担当、艰辛与厚重。

“精准扶贫，这个说法还是头回听到”

“ 实 事 求 是 、因 地 制 宜 、分 类 指 导 、
精 准 扶 贫。”

——习近平

湘西十八洞村梨子寨，盛夏风景朦胧，雨丝花开。
施成富家门口的“精准坪饭庄”招牌，被雨水

洗得更亮了。82 岁的施成富下厨炒腊肉，招呼来
往游客。他家开办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率先脱
贫致富。

2013年 11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施成富
家门前空地上召开座谈会，“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回
荡山谷。

“看到屋，走得哭。”十八洞村，当时是一个交通
落后、村容破旧的深度贫困村，年人均纯收入仅1668
元。村里40岁以上的光棍，就有37个。

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的深山苗寨，怎么脱贫？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总

书记殷切提出这十六字方针，还特意嘱托当地干部，
不能搞特殊化，但是不能没有变化。

“精准扶贫，这个说法还是头回听到。”十八洞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施金通告诉记者，万众瞩目

下的十八洞村，既有动力，也有压力。
精准扶贫，先得精准确定“扶持谁”。在城里买房

的不评，筛选得经过户主申请、群众票决、公告公示
等程序……十八洞村精准识别出136户贫困户、542
名贫困人口，家家户户都服气。

村里地少，人均仅0.83亩。十八洞村搞起“飞地”
果园，在相邻的紫霞村建了千亩猕猴桃产业园，贫困
户以产业扶贫资金入股，产品直销粤港澳大湾区。

曾经苦甲天下，而今华丽蝶变，十八洞村的乡村
游、猕猴桃种植、苗绣等产业风生水起。

2017年，十八洞村整体脱贫。2019年，全村人均
纯收入达 14668 元，比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
收入高出了3101元，村里大龄青年全部脱单。

十八洞村积极探索精准扶贫的经验，在湖南学
习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大会上推广。

湖南在全国率先开展精准识别，推行建档立卡，
建立基础数据平台；率先探索出产业发展“四跟四
走”法，即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
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

2016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两
会”湖南代表团审议时，高度肯定了湖南“四跟四走”
模式。十八洞村成为全国脱贫攻坚典型。

十八洞村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正在三湘
大地开花结果。

新化县油溪桥村，永顺县科皮村、高坪村，桑植
县红军村等一大批“十八洞姊妹村”脱颖而出，从省
级贫困村一跃成为全国特色村庄。

首倡地就是“主战场”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
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

——习近平

8249万——这一令人牵挂的数据，是2013年底
我国贫困人口总量，其中百分之八在湖南。

东有罗霄山，西连武陵山，地处两大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的湖南，有51个贫困县。武陵山腹地湘西州，是
2013年全国最穷的33个市州之一。湖南11个深度贫
困县中，就有7个在湘西州，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以前出门要爬悬崖。”搬迁户吴爱英，过去居住
的腊尔山雷公潭苗寨，地处幽深的峡谷。村里的孩子
去上学，每天要在悬崖上攀爬，有的跌落致终身残
疾。至今回忆，她仍心有余悸。

与深度贫困决战，艰难困苦何其之大。直到2017
年，硬是把峡谷里的35户147人，全部搬到了集中安
置点同福苗寨。新寨里铺好了水泥路，吴爱英的小儿
子走20分钟就可到镇里上学。

贫困有多深，脱贫攻坚的责任就有多重！
首倡之地当担首倡之责，当有首倡之为。首倡地

就是“主战场”。湘西州委书记叶红专介绍，省委、省
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举全省之力投入湘
西“主战场”。

这些年，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多次深入
武陵山决战现场。全省两次在湘西州召开大会，推进
脱贫攻坚战役。

在每年专项扶贫资金中，湖南把中央安排到贫困
县的30%、省里预算总量的35%，都切块给湘西州。

20 多个省直单位派出帮扶队员 200 名；长沙等
6市连续26年对口帮扶湘西州6县，近年又新增郴州
市对口帮扶凤凰县；山东济南以东西协作之名结对
湘西州，合力攻克湘西之贫。

“湘西州的成败，决定着湖南脱贫攻坚的成败。”
湘西州委、州政府一仗接着一仗打，一年接着一年
干，扛牢责任、尽锐出战。

湘西州在全省率先成立“攻坚办”，连续7年出台
脱贫攻坚“1号文件”，打造发展生产、乡村旅游等脱
贫攻坚“十大工程”。

全州集结起 1740 个工作队驻村帮扶，近 6 万名
党员干部与 16万余户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实现结
对帮扶全覆盖。

党员干部奋战脱贫攻坚一线，砥砺了初心使命，
锤炼了党性作风。

一处处黄墙青瓦，门口红灯笼，屋外有菜地。昔
日深度贫困的凤凰县夯卡村，如今呈现出“耕者有其
田，居者有其屋”的山水田园画面。

“2017年实现整村脱贫。”夯卡村党支部书记麻
金革说，如今群众上访少了，干部下访多了,干群关系
密切了，跟共产党走更坚定了。

▲ ▲

（下转3版）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见习记者 刘奕楠

盛夏时节，邵东市灵官殿镇大石头
村村民罗保成正在山头的油茶基地劳
作，挥汗如雨。站在山头往下看，一条水
泥公路像飘带一样延伸到远方。

大石头村以前只有一条机耕路，客
商不愿来，产品出不去。如今，公路为村
民打开山门，成了接通外销内运的致富

“捷径”。
要想富，先修路。“十三五”以来，湖

南大力发展交通助力脱贫攻坚。全省贫
困地区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11.1 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2962公里。

截至6月底，“十三五”期间，湖南完
成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1649公里，完成
重要县乡道1652公里，窄路基路面拓宽
改造 17376 公里；全省贫困地区累计新
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482 公里，确保贫
困县 25 户/100 人以上自然村 100%通
水泥(沥青)路。

一条条道路相继完工、一道道关卡
先后打通，为贫困地区打开了致富大门，
贫困群众阔步迈上小康路。

县县通高速，组组通公路
——打通“大动脉”畅通

“微循环”

7 月 19 日，记者驾车前往位于八公
山的凤凰县山江镇凉灯村，一路惊心动
魄。汽车行驶在八公山腹地，沿着一条蜿
蜒陡峭的盘山公路向上而行，左边是悬
崖深谷，右边是挂在头顶的绝壁。

“凉灯”在苗语中意为“老鹰落脚的
地方”，足见其地处偏远，地势险恶。村
里大多数年长的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八
公山。

当地政府在凉灯村开展“脱贫致富”
民意调查，村民意见高度统一，修路排在
第一位。2017年，经过破石开山，凉灯村
连接外面世界的公路完工。直到这时，凉
灯村才真正实现了与外界的连通。

路通了，脱贫致富就有办法。以前，
凉灯村是“产业空心村”，现在客商来到村
里建起了竹笋加工厂和黄酒加工厂，发展
种植基地3000多亩。全村脱贫出列。▲ ▲

（下转4版①）

弯弯山区路，脱贫“加速道”
——湖南大力发展交通助力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 7月 26 日讯（记者 曹
娴 通讯员 屈啸）据省工信厅近日统
计，全省120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上半
年累计完成投资42.62亿元，占今年度
计划投资额的65.06%。

产品创新力度越大，核心竞争力
越强。120个项目已累计完成研发投入
11.27 亿元，占全部投资的 26%，突破
关键技术 347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303
件。华曙高科的高质量激光烧结成形
技术、国芯半导体双面散热的碳化硅
功率模块研发等项目，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南岳电控高速响应电磁阀驱动
技术、唐人神传统特色肉制品现代化
加工关键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九方装备 B 型地铁齿轮箱、立方
新能源长寿命高安全型钠/锂离子储
能电池等，替代国外同类产品，解决了
行业“卡脖子”技术难题。

项目推进速度快，各市州全部实现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至6月底，5个市
州投资进度达年计划70%以上。兆恒材
料国产 PMI泡沫在民用飞机的应用研
究、大科激光抗高反型大功率光纤激光
器的研发与应用等18家企业的项目，已超
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精为天、响箭重工、
巨强再生资源等42家企业完成年度投资
70%以上。惠科光电、芙蓉云、中联重科
等6家企业累计完成投资已过1亿元。

经济社会效益佳。120个项目上半

年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121.13 亿元，上
缴税收 6.93 亿元。12 家企业实现产品
销售收入过亿元，其中中联重科工程
机械4.0智能化开发项目产品、圣湘生
物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
盒、华菱涟钢工程机械用轻量化高品
质超高强度钢项目，分别实现销售收
入 47 亿元、13.8 亿元、11.3 亿元。三一
汽车起重机械 SAC16000S 全地面起
重机项目，新增国际订单 4 台。以项目
带动产业升级，延链补链强链。时代工
程塑料项目推动了高分子产业集群建
设，长步道光学科技完善了园区人工
智能机器视觉产业链，明正宏电子带
动上下游200多家企业。

120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完成投资逾42亿元
占年度计划65%；实现销售收入121.13亿元

盛夏时节，花垣县十八洞村千亩猕猴桃基地生机盎然。 陈敏捷 摄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冒蕞）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岳阳检
查防汛工作，看望慰问一线防汛人员。他
强调，要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责任
意识，做好打防汛救灾持久战的万全准
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调研期间，许达哲会见了来湘考察调研
的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鄂竟
平一行。

长江防总常务副总指挥、水利部长
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马建华，副省长隋忠
诚，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许达哲一行首先来到君山区，检查
了君山区长江一线防洪大堤的布防情
况，了解巡堤查险、力量驻扎、物资储备
等情况。得知近段时间，君山垸瓦湾段及
时发现并处置了多起管涌等险情，许达哲
表示肯定，并来到一处管涌险情处置现
场检查。许达哲指出，要从险情中吸取经
验、总结规律，找准防汛工程的薄弱环
节，一年一个台阶地补齐加强，切实提升
工程防洪水平。

7 月 11 日，洞庭湖大堤粮仓湖段出
现长度为 100 米左右的内滑坡险情，巡
堤队员及时发现上报情况，经专家组查
勘分析后，有效处置了险情。来到现场，
许达哲详细询问查险处险经过、险情原
因等，叮嘱负责堤段防守的岳阳监狱相
关负责同志，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科
学安排轮班值守，关心关爱一线防汛人

员，继续抓好巡堤查险处险等工作。
许达哲还乘车前往华容县，沿华容

河干堤检查了新华垸防守情况。
会见中，许达哲向水利部长期以来

对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当前
和前一段时间湖南雨情汛情和防汛救灾
工作情况。他说，湖南坚决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推进防
汛救灾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当前，湖南防汛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局部地区今晚开始将迎来新一轮
强降雨。我们将按照国家防总、水利部要
求，坚持提前预判、精准预判，科学调度、
精准调度，突出重点地区防御，强化各类
保障，奋力夺取防汛救灾全面胜利。希望
国家防总和水利部在防汛救灾、汛后水利
设施补短板、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
一如既往给予指导与支持，助力湖南提升
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

鄂竟平指出，湖南对水利事业高度
重视，特别是面对今年的汛情，见事早、
准备早，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有水平、有质
量、有成效。未来一段时间，雨情、汛情可
能更为严峻复杂，要继续抓好水库精准
调度，进一步落实堤防属地责任，提前做
足人力、物力、设施等各方面准备工作，
坚决杜绝麻痹大意、松懈疲沓等问题。水
利部将和湖南同心合力、密切配合，争取
防汛救灾工作最好成果。

许达哲在岳阳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

做好打持久战的万全准备
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紧盯产业不放松
咬定目标加油干

——全省产业项目建设推进现场观摩会
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7月25日召开的全省产业项目建设
推进现场观摩会，研究部署了下半年经
济工作和产业项目建设，在全省社会各
界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紧盯产业不放松，咬定目标加油干，以自
身工作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的不确定
性，为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坚定决心和信心，咬定目标
加油干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
年。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狠抓落实，坚定
信心跟党走，咬定目标加油干，确保

“十三五”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
“既是鼓励，更是鞭策。”这次现场观

摩会在常德召开，常德市委书记周德睿
说，近年来，常德市全面贯彻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持续开展“产业项目建设
年”活动，旗帜鲜明提出开放强市、产业
立市，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全市上下将认
真学习领会此次会议精神，坚定发展信
心，不动摇、不懈怠、不畏难，确保完成各
项既定目标任务。

“通过现场观摩会，深刻领会到省
委、省政府抓产业项目、抓经济工作的最
新谋划和部署要求，学习了兄弟市州的
好经验好做法。”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说，
这些年株洲尝到了聚焦项目抓发展的甜
头，下一步将切实落实会议精神，坚持以
产业链思维抓产业，用好“链长制、产业协
会、企业联合党委”三方发力、同频共振的
工作机制，围绕中国动力谷“3+5+2”产
业体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争取优势特色产业快
速集聚，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 ▲

（下转4版③）

站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
份，决战脱贫攻坚胜利在望。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
察，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重
要论述。作为“精准扶贫”首倡
之地的湖南，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自觉扛起政治责任。历经近
7年奋战，全省51个贫困县全部
脱贫摘帽。

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收官
之年，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峻挑战，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到了
关键时刻。

岁在庚子，时过半载。湖南
日报社编委会领导率队赴全省
14 个市州采访，聚焦各地脱贫
攻坚的生动实践。从今天起，湖
南日报推出《走向胜利——决
战决胜市州巡礼》大型采访系
列报道，充分展示三湘大地脱
贫攻坚新气象、人民群众新作
为、各级干部新担当，为我省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加油鼓劲，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奏响新时代
的壮丽凯歌。

““首倡地首倡地””的答卷的答卷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精精准扶贫准扶贫””生动实践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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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市州巡礼

湖南日报记者 邹继红 金中基 邓晶琎 黄婷婷 彭业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