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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汤雪如

下到田地里亲身体会插秧、收割稻
谷；走进生态农业区学习虫害防治、苗木
嫁接；走进医药实验室、生产车间，近距
离观摩试验操作和生产过程……这个暑
假，湖南师大附中的学子们纷纷走出家
门，以田野车间为课堂，开展了形式内容
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

“劳动”是 1902 班学生此次学农活
动的主旋律。在宁乡市稻花香里农耕文
化基地的水田、沟垄和谷场上，有的同
学一边细心听着农民叔伯讲解水稻种
植的流程，一边尝试着将手里的秧苗栽
插入水田中；有的同学则负责收割稻
谷、使用工具打谷，金黄的穗粒颗颗饱
满。还有同学下到水里，排成一排进行
摸鱼活动。

“摸鱼时我们齐心协力，分工合作，
有人负责赶鱼，有人负责捕鱼，这种团队
协作的感觉非常好。”周靖凯同学告诉
记者，这是他第一次干农活，虽然一整天

下来确实有些累，但收获满满，“亲自做
了才能体会到农民的辛苦，但是也感受
到了乐趣——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除却劳动的喜悦，有的同学还在实
践活动中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叶凝同学
所在的 1811 班来到湖南湘丰茶叶有限
公司，实践中叶凝注意到这家公司有一
个突出特点，即集茶叶生产、茶园旅游、
茶叶会所、茶叶培训、茶叶卖场、茶叶机
械六大产业于一体。“我觉得这给扶贫攻
坚工作提供了一个借鉴，在贫困村因地
制宜发展产业，并且在第一、二、三产业
上进行全面发展，可能会达到更好的效
益。”叶凝同学还以此为题写了一份调
研报告。

“通过暑假实践，回应孩子们的成长
诉求，帮助他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
路。”1804 班调研小分队的指导老师张
添介绍说，一系列实践活动不仅是要帮
助学生们了解社会、体验劳动，也是要让
学生们在职场和各类行业的近距离感知
中，对未来的专业选择和职业规划有更

清晰的认识。
该班的曹玺玉同学之前有过参加生

物竞赛的经历，一直对生物医药方面很
感兴趣。这次学工活动她和同学们来到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对制
药过程的实地调研，更加确定了自己未
来的发展方向。“我一直想了解医学制药
方面的知识，这次活动对我的帮助很大。
未来我也想在生物制药领域发展。”曹玺
玉也将浙江大学的生命科学院作为自己
的高考目标。

1803班的吴雨欣同学则在活动中形
成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理念。她所在的小组
选择湖南三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和蓝洁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生产环保化”课
题的研究。在交流中吴雨欣了解到，许多
职业往往需要多门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

“比方说环境法律咨询师这一职业，就需
要从业者掌握环境科学和法学等多方面
知识。所以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不仅
要根据自己的专业进行选择，同时还需要
根据所选职业的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

识，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据了解，高二“学农”、高三“学工”是

湖南师大附中已坚持推行了25年的特色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今年为应对新高考及
按专业填报志愿的新模式，学校与时俱进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引入“成长导师制”，并
设置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程，同时兼顾疫
情防控，以班级分组分队的形式，让学生
依照兴趣加入到不同的课题当中，深入企
业和乡村进行生产劳动，完成从课堂到社
会、从书本到实践的一次跨越。

“学生是学校人，更是社会人，不能
‘两耳不闻窗外事’。制度化地组织学生
走向社会，全方位地守护学生的成长。这
既是价值领导，更是教育使命。”该校校
长谢永红介绍，在湖南师大附中，“三体
验”“两服务”等综合社会实践已成为必
修课，坚持近 30 年从未间断。学校还通
过寻访伟人足迹、远志夏令营、野外科学
考察等丰富多样的活动，组织学生走向
社会和自然，开展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
验相结合的校外研学活动。

龚雅丽 彭竞兰 吴新贤

8月3日一早，伴着清脆蝉鸣，刚
给贫困户送完鸡苗的涟源市龙塘镇
马头新村脱贫户张佑军驾车回到家
中。人还没下车，手机就响了：“老
张，你这两三个月的架子鸡还有没
有？送点给我。”

“架子鸡的话，再过10多天就可
以送来了。”挂断电话，张佑军麻利
地将车厢里的鸡篮摞在地上。鸡篮
空荡荡的，张佑军心里却满满当当。

“以前一天难得接到一个客户
电话，现在觉得每天时间都不够
用。”张佑军说，“为了节省时间，我
在手机背面贴了微信收款码，方便
送货收款。”

张佑军曾是马头新村深度贫困
户，住在矿山塌陷区，一个人拉扯 4
个孩子，日子过得艰辛。2017 年，在
驻村帮扶工作队帮助下，他从采空
沉陷的矿山搬进了整洁方便的新
家，4个孩子也享受教育补贴。“没想
到，还能住上新房！”感动之余，张佑
军决心干出一番事业。

当过兽医的张佑军，瞄准养鸡
业。帮扶工作队推荐他参加湖南农
业大学技能培训，并为他申请5万元
小额信贷。他主动与邻村养殖大户
合作，成立绿兴养殖专业合作社，仅
去年一年就出栏架子鸡10 万羽，交
易额突破100万元，纯利润18万元。
养鸡产业越做越大，张佑军采用“合
作社+贫困户”模式，带动村里10余
户贫困户养鸡，将自己的“致富经”
分享给大家。

村民刘志勇家的鸡苗就是从张
佑军那里进的。“跟张老板合作很放

心，鸡苗都是先赊给我们，鸡长大后
还可以保底收购，我们没有后顾之
忧。”刘志勇说。

以前靠打零工维持生活的刘志
勇，一家四口住在上世纪80 年代的
破旧房屋内。通过危房改造，他不仅
住上了安心房，还跟着张佑军养鸡，
闲时酿酒，一年收入 6 万多元，日子
越过越甜。

“帮助贫困户找到希望和方向，
树立自强自立的信心和勇气，鼓励
他们合作共赢，走向幸福小康生
活。”帮扶工作队队长张凌华介绍。

马头新村原有贫困户 189 户
570 余人，现在仅有 8 户 15 人未脱
贫。2016年以来，涟源市纪委监委驻
村帮扶工作队发动干部、村民一起
想法子，修路铺桥、组建合作社、发
展光伏发电等村集体产业，贫困户
人均年纯收入达9000元。

现在，一条3.5米宽的水泥路串
联全村，一盏盏太阳能路灯如珍珠
般排列。村道旁的腾祥种养专业合
作社 30 亩荷花基地时，正在采莲的
贫困户村民张教平笑着说：“村里有
了合作社，在家门口务工 120 元一
天，生活没有问题。”

“我们采用‘稻田+’模式，流转
土地近 400 亩，吸纳 23 名贫困村民
务工。”合作社负责人刘交生介绍，
合作社计划流转对面山上的地，建
经果林，并打造集休闲娱乐、餐饮服
务于一体的生态农庄，增加就业岗
位，拓宽致富途径。

“脱贫，形成合力是关键，需要
大家拧成一股绳。贫困户有了稳定
收入，干劲足，日子越过越好！”张凌
华说。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夏建军 周剑

前不久，衡山县福田铺乡石东
村的扶贫车间谈成一笔大订单，订
购红薯粉皮50 吨。订购方是省内一
家知名超市，要求粉皮必须标准化
生产。

这对石东村来说，是一个“重大
利好”。但对村里的农村经纪人朱国
香和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杨海霞来
说，这也是一项“火烧眉毛”的任务。
他们得在两个多月里，将车间进行
标准化改造，还要将一系列资料申
报并获批。因为再过两个多月，村民
们种的红薯新品种——粉薯就要收
获了。届时，村民会陆续把红薯送到
车间来，时间耽误不得。

“粉皮已成村民增收‘明星’，我
们得加班加点干！”7月29日，杨海霞
一边查看改造图纸，一边向记者介
绍。

石东村山多林密，自然生态良
好，特别是这里的土壤适合种红薯，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部分村
民都会做粉皮，过去主要供自己食
用或拿到集市卖。红薯如果种多了，
便会用来喂猪。

如今，粉皮成为增收“明星”，背
后的故事令人感动。

这两三年，在工作队帮助下，村
里陆续培养了5名农村经纪人，他们
的任务就是将技能传授给村民，带
领村民发展产业。朱国香就是其中
一个，但他牵头搞的红薯粉皮扶贫
车间，刚开始却被一些村民看不起。
大伙都认为，红薯粉皮制作简易，没
什么稀奇。

“打淀粉、制浆、烫皮、切割……”
朱国香告诉记者，这一套程序确实很
多村民都会，但为了让粉皮口感更劲
道，用传统方法制作时往往会添加明

矾。同时，为助粉皮成型，还需在烫皮
的盘子上刷一层食用油。

添加明矾，就算不上原生态绿
色产品；沾上食用油，保质期就不
长。但长期以来，村民们都是这样制
作粉皮的。

“我制作的粉皮，既不添加明
矾，也不刷食用油，肯定更好卖！”朱
国香的“豪言壮语”在村里炸开了
锅，大伙将信将疑。

去年初，朱国香从外地买回一
批机器，按照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
真的将无添加的粉皮做了出来。口
感更好、易于保存的无添加粉皮，在
电商平台推出后，立即赢得消费者
好评。

心服口服的村民，忙将家里的
红薯送到扶贫车间。或卖红薯，或请
车间做成粉皮。还有10 来个贫困村
民到车间务工，学习新的制作技术，
成了粉皮制作“高手”。

今年上半年，扶贫车间生产的5
吨粉皮，通过电商和扶贫专柜等渠
道一售而空，销售额10余万元。

石东村村民种红薯的积极性大
增。朱国香又引进淀粉含量更高的
粉薯品种，深受村民欢迎。贫困村民
王容去年新种 3 亩油茶，几个月前，
她在油茶地里套种粉薯，预计每亩
可增收3000元以上。

无添加粉皮受市场欢迎，售价
是不是也高一些？“售价跟传统粉皮
差不多，每公斤6元至7.5元。”石东
村党总支书记易文诗介绍，通过机
械化规模生产，将粉皮制作成本降
低，这样薄利多销，能让更多消费者
吃到原生态粉皮。

目前，石东村 67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已全部脱贫。易文诗说，扶贫车
间是村里第一个集体经济项目，大
家都很珍惜，只要粉皮保持住品质，
就能为村民带来广阔“钱景”。

湖南日报记者 欧阳倩
通讯员 肖强 蒋婧

8 月 5 日 10 时许，在长沙公安交警
车辆管理所城西分所车检通道简易遮阳
棚下，查验员周鄂湘指挥车子停到验车
位上。打开引擎盖，一阵热浪扑面而来。
周鄂湘弯下身，仔细检查引擎盖内部件，
看是否存在加装、改装的痕迹。接着，他

拉开车门，认真辨认车身上的车架号。
这时，车上下来一位办事群众，递来

一张纸巾：“这么热的天，你辛苦了，先擦
擦汗，换件衣服别感冒。”周鄂湘才发现
自己的警服已湿透，紧贴在身上，他笑着
对群众道谢。在温度达到40多摄氏度的
大棚里，周鄂湘每天至少要换两套衣服。

“我们尽量少喝水，少去一次厕所，群众
就可以少等一分钟。”他说。

像周鄂湘一样的查验员，每天工作
在室外查验区域，工作量大且辛苦。查验
车辆是为了确保车辆的唯一性，是专业
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且查验实行终身负
责制，谁看车，谁签字，谁负责。完成规定
的9个查验项目，一般车辆需要3至5分
钟，高风险高价值车辆则需要耗时10分
钟以上。每位查验员每天至少查验50台
车，工作中不仅经常弯腰，还要爬到车下

面查看。周鄂湘等老查验员经常带着腰
痛工作，腰上贴着膏药趴到车底。

天气炎热，群众往往开着空调在车
内等候验车，民警查验车辆时，怠速下
的发动机滚烫，查验发动机或拓印号码
均需近距离作业，民警常被烫得手起
泡。

据了解，今年7月，长沙公安交警共
查验车辆22027台次。

“我们经常一边喝着防暑药，一边检
验车子。偶尔还调侃自己，无论身体还是
心灵，都算是公安队伍中经得起‘烤’验
的。”周鄂湘笑着说。

陈新 黄傲彤 刘甲

8月5日上午，长沙河西潇湘北路湘
雅路过江通道施工现场，人声鼎沸，机器
轰鸣。

中铁十四局长沙湘雅路过江通道工
程项目生产经理陆法猛顶着烈日站在地
面指挥，时而用有些嘶哑的声音喊话，调
度着地面上和基坑下各施工作业队伍
500多人。

长沙湘雅路过江通道工程是长沙市
区“十八横十六纵”34条主干路之一，是
我省首条双向六车道过江隧道，也是我
省目前最大的盾构施工项目。现在该项
目河西段始发井及后配套段开挖支护基

本完成，始发井正在进行底板大体积混
凝土浇筑。

“始发井长27米、宽52米、深37米，
相当于 10 多层楼高。”项目生产经理陆
法猛介绍，由于气温高，项目部调整作业
时间，工人错峰错时施工，每天上午 11
时至下午 3 时休息，但大体积混凝土浇
筑一刻不能耽误。

“现在始发井及盾构后配套区域施
工进入高峰期，现场 3 台混凝土泵车、9
台吊车、3 台码头吊、9 台挖机利用仅有
的单侧施工便道同时作业，500 多人分
班倒。”陆法猛是山东人，34岁，来长沙7
个多月，黝黑的脸盘透着沉稳和干练。

上午10时许，长沙地面气温已升至

37摄氏度，汗水浸湿了衣裳。
“始发井三面是墙，不通风，闷热，到

下午 4 时左右，地下温度高达 39 摄氏
度。”正说着，陆法猛踩着钢筋搭建的楼
梯下去了。

戴着安全帽，记者扶着扶手跟在后
面，绕到浇筑工地。

到达 37 米深的基坑里，记者感到
闷热无比，汗水直冒。不过，头顶的喷
淋洒水和多台鼓风机送风，添了少许
清凉。

混凝土工人魏翔戴着安全帽，正抱
着水泥管对准钢筋槽浇筑。因为 4 日晚
10时开始浇筑水泥，他们按计划要在40
个小时内完成始发井底板浇筑。54岁的

魏翔是湖北襄阳人，3个月前来工地当施
工员。

“上白班时，每天 6 时上班，除了睡
觉，其他时间都呆在深井里。渴了，有从
地面上搬下来的桶装水；饿了，地面食
堂人员会安排盒饭送下来；热了，就取
冰块敷在手臂上降温。”魏翔说，“天气
好，工期紧，任务重，习惯了也就不觉得
累。”

“高温天气，深井空气流通不畅，气
温比地面高 2 摄氏度以上，我们的工人
特别能吃苦啊。”陆法猛说，“项目部为工
人发放了西瓜、冰红茶等防暑物品以及
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药物，并配备3台
工业冷风机和冰块，上面支撑上安装喷
淋24小时降温，尽可能为工人施工创造
清凉一点的环境。”

湘雅路过江通道工程采用盾构掘进
方式施工，线路全长 4.18 公里，计划
2023年完工。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廖远哲 李明泽

【临武速览】
今年来，临武县纪委监委聚焦“一个

人、一张卡、一笔钱、一本账”，着力推进
惠民惠农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治
理。通过账本化管理，防止惠民惠农资金

“滴跑漏”。

【现场目击】
“妈，我接到纪委通知，说我们有违

规领取低保金的情况。如果确实有，那要
赶紧退掉。”“要得，我明天就去退。”

这是今年 5 月，临武县舜峰镇韩山

社区居民曾发菊母女间的一段对话，也
是舜峰镇在开展惠农惠民资金清退工作
的一个小片段。

曾发菊原为下岗职工，独自抚养小孩
读书，因身体不好，无法从事体力劳动，于
2006年9月申请领取低保金。2018年9
月，曾发菊的女儿杜维琳入职楚江镇政
府，低保金的申领条件便不再符合。今年
初，舜峰镇在全镇范围内启动惠农惠民资
金集中治理，了解到曾发菊的相关情况后，
镇纪委立即会同楚江镇纪委联系上杜维
琳，向她宣传惠农惠民集中治理的政策和
清退范围。杜维琳当即表示积极配合工作，
并马上回家做通母亲思想工作。第二天，曾
发菊便将7000多元低保金如数退还。

“我家在困难的时候领取了国家的
低保金，也享受了国家的优惠政策，现在
我毕业参加工作了，还是国家公职人员，
当然应该把这个钱退回去。”杜维琳说。

今年以来，临武县纪委县监委聚焦
“一个人、一张卡、一笔钱、一本账”，着力
推进惠民惠农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
治理。县纪委监委牵头联合县财政、民政
等职能部门、镇政府及村（社区），成立工
作组，紧紧围绕社区、村委两条主线共同
推进专项治理工作。针对发现的 22748
条疑点问题，逐条逐项进行排查。

在此基础上，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进
行精准追缴。在社区，按照每个社区3个
小组逐户逐人逐项走访核查，宣传政策、

法规，做到核查追缴齐头并进；在村委，按
照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组长包户包
人的方式，全面入村进户核查，催缴。

对于治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临武县
纪委监委要求县相关职能部门深挖问题
根源，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比如，对于相关
职能部门资金发放混乱等问题，县纪委监
委主要负责人5次约谈相关单位负责人，
要求这些单位加强资金管理，明确流程，建
立资金补贴清单，强化内部沟通衔接。

“县纪委监委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及
乡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工作人员逐家
逐户上门做工作，老百姓的满意度、获得
感更强了，确保每一笔资金发挥真正的
作用。”临武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全县核实疑点数据3842条，追
缴 资 金 212 万 元 ，资 金 追 缴 到 位 率
78.92%，督促县财政、民政等部门建立完
善相关制度16项。

马头新村

拧成一股绳，拓宽致富路

记者
探访 脱贫路

石东村

粉皮无添加，致富“钱景”广

田 野 车 间 成 课 堂
社会实践成为湖南师大附中学生必修课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临武县：

账本化管理 防惠民资金“滴跑漏”

滚烫的发动机烫得手起泡
——记长沙交警车管查验员周鄂湘

深基坑里施工忙
——长沙湘雅路过江通道工地见闻

8月6日11时许，张吉怀铁
路怀化段上行联络线跨湖天南
大道特大桥，工人顶着高温在抓
紧施工。目前，由中国铁建大桥
工程局承建的张吉怀上行联络
线跨湖天南大道特大桥全面进
入架梁施工阶段。该大桥全长
997米，桥高67.7米，分别跨湘
黔铁路和包茂高速公路。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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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果飘香富农家瓜果飘香富农家
8月6日，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镇杏花村，村民在收获丝瓜。今年，该县

万佛山、双江、独坡等乡镇驻村党员干部引导村民因地制宜种植丝瓜、番茄等
蔬菜。当地政府在全县范围内积极推行“以购代捐”、“消费扶贫”帮扶模式，使
种植户亩均增收1500元以上。 李尚引 李政灿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