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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马如兰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
家。8月25日，乘着初秋的微风，记者来
到平江县梅仙镇松山村。党员村民胡稳
元对记者说：“用上了自来水，村民幸福
多了！”

长久以来，松山村村民饮水大都沿
袭祖辈传统方法，用南竹引水到家。大
雨时只能喝泥巴水；干旱时只能在小溪
堵坝取水。胡稳元叹道：“安全饮水是村
民梦寐以求的事，也是村支两委多年想
做而没做成的事。”

2017年初，岳阳市发改委和平安人
寿岳阳公司扶贫干部组成帮扶工作队，
进驻松山村。工作队队长唐宇平决定：

“将实施安全饮水工程作为扶贫工作的
重中之重！”

松山村面积近 6 平方公里，实施安
全饮水工程需200多万元，而按政策能
申请的资金仅42万元。

怎么办？唐宇平求助于“娘家”岳阳
市发改委。2018 年 6 月，岳阳市政协副
主席、市发改委主任刘晓英，市发改委
党组书记焦铎辉赶赴松山村，实地了解
崇岭片、童江水库、凤形片的情况后，与
村支两委和村民代表交流座谈。

面对群众迫切需求，刘晓英现场表
态：“资金缺口我们想办法！”

有了这句话，大伙都吃下了“定心
丸”。当年6月23日，唐宁平和村党总支
部副书记彭以军前往长沙，请长沙地质
勘测院专家助阵，确定取水点。

疾风骤雨中，唐宇平和队员张其
中，随专家翻山越岭，从崇岭坳到大坪
组，从童江水库到苏坡水库，雨水、汗
水、泥水早已将衣裳湿透。可喜的是，松
山片的崇岭坳、凤形片的大坪组地下水
源充足，专家建议可作为安全饮水工程
的取水点。

7月9日，施工人员开始打井，却来
了一帮“不速之客”。施工处占用的是村
民的田地，听说要从这打井，他们不干
了：“占用了我们的地，必须补偿！”

施工队不得不停工。唐宇平安抚村民
道：“你们别急，该补偿的我们肯定补偿。”

眼见着这位“城里来的干部”如此
好说话，村民们不再阻工。双方达成共
识，赔付1.2万元补偿金。

在凤形片大坪组，施工队先挖了一

个面积1.5平方米、深7米的水井，不仅
没有水涌出，挖井人朱祥五还因缺氧 2
次晕倒在井内，只得停工。

唐宇平又“搬”来该县设计专家童
华南，现场勘查。“两面是高山，上面有
水库，地下应该有水源。”童华南提议在
山坳里打截沟，在截沟上开挖大堵水
池，再不断往地下挖深。

1米、2米、3米。“出水了！”9月21日
14 时，挖井人陈横梁兴奋地喊道。距地
面3米深处，涌出好几处泉眼，大股清澈
的水冒了出来。施工队又在距堵水池
150 米处，打了一处 86 米的深井，作为
备用水源。

2018年底，安全饮水工程竣工。习惯
了挑水喝、引水喝的松山村民，终于用上
了自来水。平静的小山村一片欢腾。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祉凝 刘贵雄

8 月 24 日正午，烈日当头。新田县
枧头镇彭梓城村贫困户彭柳样夫妇，正
要出门干活，被路过的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彭常松拦了下来。彭常松说：“柳样叔
昨天的舒张压113、收缩压152，现在气
温高，别下地干活。傍晚我们给您帮
忙。”彭柳样夫妇听后，连忙点头。

1971 年出生的彭常松，1990 年入
伍，1993 年退役后，在新田县人民医院
工作。

彭梓城村距县城20多公里，全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159 户 647 人，虽然去
年已整村脱贫摘帽，但巩固扶贫成效的
任务重。后盾帮扶单位新田县人民医
院，决定向彭梓城村党支部派驻第一书

记。彭常松主动请缨，他说：“我当过兵，
再苦再累都不怕。”

然而，事情并不简单。上任伊始，村
民们却与他保持距离，工作难开展。

怎么办？彭常松想，自己懂医，何
不先给村民当“义务保健医生”？

彭常松向医院申领了血压计、药箱
和一些常备药品，一边给大家检查身
体，免费发放一些药物，一边了解村里
的情况，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过去几年，彭梓城村不少村民种植
烤烟脱贫致富。而尹家自然村却没人种
植烤烟，原因在哪？

彭常松了解到，村民们担心尹家自
然村的土壤不适合种植烤烟。

今年1月，彭常松邀请专家到尹家村
实地检测土壤，显示这里适合种植烤烟。

但村民们仍顾虑重重。彭常松认识
到，选好带头人，才能带动一大片。他借
给村民尹中华5万元，作种植烤烟的启
动资金，请烟草公司给予技术支持。尹
中华带领大家成立专业合作社，种植烤
烟 170 亩，仅此一项，自然村人均增收
2000元。

彭常松贴心服务也让人称道。6 月
17 日，大家刚把 5000 多公斤烟叶送入

12 座电烤房，却收到 18 日全村停电的
通知。十万火急，如果断电，村民损失将
至少10万元。

彭常松等立即到镇上租发电机，结果
让他们失望。有人提醒，到附近圩场找。他
们赶过去，却发现发电机功率不足。

当天天色已晚，彭常松等顾不上吃
饭，赶往县城。21时，终于在城郊接合部
找到一家店铺，有15千瓦的柴油发电机
出租。

店老板见彭常松等风尘仆仆，得知
他们为扶贫奔忙，主动降低租金，连夜
到村里安装好发电机。

湖南日报8月30日讯（记者 陈
新 通讯员 向次勤）提到湘西，你会
想起哪些美景？唯美凤凰、大美吉首、
里耶秦简、古丈石林……8月27日，
由湘西州与亚文星空传媒联手打造
的14列“累了，就去湘西”湘西州文
化旅游主题宣传地铁专列已全部在
长沙地铁1、2号线上线，并进行为5
个月的互动展示之旅，让广大地铁乘
客感受神秘湘西的独特魅力，也向全
省人民发出了好客之邀。

“太美了，这次休假，就带家人
去湘西！”乘客刘先生正拿着手机拍
照，他说：“看完这些美景，就有种想
去湘西的冲动。”在“累了，就去湘
西”主题地铁专列上，乘客仿佛置身
于“世外桃源”，凤凰古城、乾州古

城、里耶古城、老司城、十八洞、矮寨
奇观、猛洞河、芙蓉镇、红石林、湘西
民族文化园、乌龙山大峡谷、惹巴拉
等景区的秀丽风光、人文民俗、特色
好物，将湘西州文化旅游元素与受
众生活相融合，让广大地铁乘客近
距离感受神秘湘西的独特魅力，给
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不少乘
客纷纷在专列上打卡拍照。

湘西有神奇的山水风光，厚重
的历史文化，浓郁的民俗风情，丰富
的物资资源。湘西州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累了，就去湘西”
主题地铁专列，无缝对接长沙文旅
客源市场，对助推湘西文旅市场复
兴、刺激旅游消费、恢复旅游经济将
起到积极的作用。

湖南日报 8月 30日讯（记者
张璇 通讯员 陈煜）畅通内外双循
环，培育发展新动能。8 月 28 日中
午，伴随汽笛长鸣，一辆 15 节车厢
的集装箱专列，满载岳阳新金宝工
厂制造的打印机产品，缓缓驶出岳
阳货运北站。两天后，这批货物将
在深圳盐田港搭乘万吨海船转运
至美国。

这是由中远海运物流承接的
岳阳至深圳铁海联运集装箱专列，
首次在岳阳货运北站开通运营，岳
阳自此再添一条国际货运大通道。
与原来的江海联运相比，这种铁海
联运新模式在运输中至少可为企
业节约7天时间。

随着岳阳新金宝工厂打印机

的量产，这条岳阳至深圳铁海联运
班线日均发货量达到20到35个集
装箱，基本可实现每两天一个班列
的运营计划，预计年运量将超过
6000标箱，全面保障外贸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

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集装
箱物流部总经理刘盛介绍：“这个
专列可以把岳阳及其周边地区和
深圳的出海口甚至南方多个地区
的出海口有效结合，以物流通道的
建设，带动岳阳乃至湖南经济高质
量发展。”

目前，岳阳已构建起水、公、
空、铁四位一体综合性大交通格
局，基本形成江海、铁海、公铁等多
种多式联运物流体系。

岳阳至深圳集装箱铁海联运专列开通
形成四位一体综合性大交通格局

湖南日报8月30日讯（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唐海萍）围绕“六稳”

“六保”任务，我省金融机构信贷投放
换挡提速，支持企业创新发展。记者
今天从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获悉，该
行上半年各项贷款投放创历史新高，
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470.97亿元，
同比多增236.11亿元，服务实体的
适应性和普惠性持续提升。

疫情之下，不少企业面临资金
压力。湖南工行坚持“应贷尽早投
放”，开展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春
润行动”、支持稳外贸稳外资的“春
融行动”、支持“五医领域”的融资
行动，综合运用贷款、债券、债转股
等多种工具，保障重点区域、重点
行业、重点客户融资需求。上半年，
该行累计向145户“五医”企业投放

贷款 40.35 亿元，为 291 户企业复
工复产提供贷款支持 549 亿元，公
司贷款增加424.1亿元。

为提高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
直达性，湖南工行党委书记张慎介
绍，该行坚持“精准滴灌”的政策导
向，把握好信贷投放的总量、结构
和节奏，突出对制造业、一般服务
业、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上半
年，该行开展制造业金融服务提升
年活动，制造业较年初增加 58.35
亿元，增幅 18.22%。丰富民企融资
产品体系，民营企业贷款较年初增
加42.7亿元，增幅9.22%。推动小微
金融增量扩面降本，人行降准、银
监口径普惠贷款分别增加28.21亿
元 、29.31 亿 元 ，增 幅 分 别 为
24.68%、26.77%。

湖南工行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上半年贷款投放创历史新高，贷款余额较

年初增加470.97亿元

湖南日报 8月 30日讯（通讯
员 唐书东 刘志军 记者 唐亚新）
新学期开学在即。8 月 25 日，祁阳
县举办校车安全管理培训班，对校
车服务公司、驾驶员及随车照管员
等400余人进行专项培训，为校车
从业人员“醒脑”，提高他们的安全
意识和责任意识，保障校车安全运
行，确保学生乘车安全。

祁阳目前共有校车 345 台，需
校车接送的学生、幼儿 4 万余名。
培训班上，相关专家分别从校车
管理、校车运行、校车服务、驾驶

员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授课，并
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事故原
因，帮助驾驶人员认识到情绪管
理的重要性，教育引导他们严格
遵守相关规定，自觉养成良好的
驾驶习惯。

与此同时，祁阳还组织教育、
公安交警、应急、交通等部门联合
对全县校车进行安全“体检”，严格
排查校车安全隐患，确保平安顺利
出行。截至目前，祁阳所有校车均
已完成“体检”，共发现安全隐患35
处，现已全部整改到位。

祁阳：

“醒脑”+“体检”，让校车跑得更安全

湖南日报 8月 30 日讯（记者
曾玉玺 通讯员 肖展发 贺勇谋）8
月29日，双峰县杏子铺镇睦家塘市
场，公路两旁商铺林立，来往车辆畅
通无阻。而在过去，这是一个拥有近
60 年历史的马路市场，一到赶集，
两车道塞成一车道，安全隐患重重。

杏子铺镇在坚决取缔马路市
场的同时，就近选址新建农贸市
场，配备遮阳棚、停车场等设施，
给予租金优惠，安置商户。在睦家
塘市场经营 20 余年蔬菜摊的曹
裕华说：“搬进新市场，不用日晒
雨淋，收入也不错，再也不想到马
路边做生意。”

这是双峰县疏堵结合、整治马
路市场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该县
一手抓马路市场整治，一手抓农贸
市场建设，有序推进马路市场专项
整治工作。

双峰因地制宜，“一市一策”，针
对占用国道、省道的马路市场，以及
急弯、长下坡和临水临崖的四类市
场，坚决予以取缔；针对确有历史习
惯、不能简单取缔关闭的马路市场，
疏堵结合，一方面取缔整改，另一方
面加大投入，就近选址新建市场，解
决商户后顾之忧。

双峰不定期开展暗访、督查，对
出现明显反弹的马路市场，进行及
时通报和书面交办，限期整改。组建
联合执法队，通过集中行动，整治农
村马路市场“六乱”行为。

目前，双峰辖区内 14 处急弯、
长下坡、临水和临崖的四类市场，6
处占用国道、省道的马路市场，和
37处一般马路市场，全部关闭搬迁
到位；新建、改建17家农贸市场，已
完成11家，其余6家主体工程基本
完工，进入收官阶段。

双峰：

疏堵结合整治马路市场

湖南日报8月30日讯（记者 刘跃
兵）8 月 30 日一大早，晨风送爽。记者
来到永州市冷水滩区湘江东路一家辣
椒炒肉米粉店，只见该店食客满桌。

在米粉店入口处的桌子上，放着
几个大餐盘，里面摆放着切好的猪肉、
鱼片等。记者像其他食客一样，拿起专
用公筷、搪瓷碗，夹好适合自己食量的
猪肉，然后，放在电子秤上称重。

“10元。”服务员熟练地看秤，告诉
记者本次这碗米粉要交的费用。接着，
把猪肉送入隔壁的米粉加工区。

记者看到，透明的米粉加工区
里，3 名厨师正开足火力，现炒米粉
配菜。1 名厨师把记者刚才挑选好的
猪肉放入热油中，撒入生姜、辣椒，上
下翻炒，再倒入熬好大骨的高汤。不

一会儿，一碗鲜美的米粉出现在记者
面前。在记者周边，每名食客分别挑
选了分量不等的辣椒炒肉和鲜鱼米
粉，价格不一。

在餐饮行业中，早餐在永州市民
中的受众面最广，其中辣椒炒肉粉面、
鲜鱼汤粉面、卤粉面等，是大家爱吃的
早餐品种，基本天天食用。该市早餐行
业厉行节约的情况怎样呢？

在几天的走访中，记者发现在永
州市，由食客根据各自食用量多少，进
行“弹性点单”的模式，受到大家欢迎。
26日至28日，记者在零陵区、祁阳县、
双牌县、东安县的辣椒炒肉粉面店、鲜
鱼粉面馆，发现大部分由食客挑选符
合自己需求的食材分量，现炒现售。在
一些卤粉店，食客们点单时，都会要二

两粉、三两粉等不同分量。29日，记者
在新田县供销街入口处一家粉面店采
访时，发现一家三口的早餐仅花了11
元，他们向记者介绍，夫妇俩的两碗面
一共 10 元，孩子不喜欢吃肉、蛋，吃

“光头粉”花了1元钱。
永州市餐饮协会会长冯祥发介

绍，早些年，永州的粉面都是一碗有固
定的量，收费也相对统一。但是这样，
有些食客吃不饱，有一些人却不够吃，
浪费不少。几年前，一些早餐店试着推
出食客吃多少点多少的“弹性点单”，
很受欢迎，便逐渐被“模仿”。

小笼包、荞麦饼等也是永州市民
早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品。记者发
现，该市不少早餐店在销售小笼包时，
可以销售整屉的半份，一块荞麦饼等
都可以分成几份卖。

“自主选择，弹性点单，吃好管饱，
杜绝浪费。”湖南科技学院李钟麟教授
对永州市这种独特的早餐经营现象总
结说。

湖南日报8月30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刘笑贫）在自家楼顶诱捕4只野生
斑鸠，长沙男子赵某某被诉至法院，不仅要
赔偿，还要公开道歉。27日，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法院湘江环境资源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据介绍，这是长沙市首例由民间环保组
织提起、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共同支持起诉
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也是湘江环境资源
法庭审理的首例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公益诉
讼案件。

2019 年 5 月，赵某某在所住小区楼顶
平台的菜地中发现有野生斑鸠出没，遂萌
生诱捕斑鸠驯养的想法。此后，他自购诱捕
工具，先后诱捕野生斑鸠4只。今年2月，赵
某某从鸟笼中取出2只捕猎的斑鸠，宰杀后
蒸熟给家人食用。2月14日，长沙市林业和
园林综合执法支队现场查获另2只斑鸠，后
随案移送至长沙市森林公安局，并交由长
沙市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予以放生。
经鉴定，送检的2只斑鸠均为鸟纲鸽形目鸠
鸽科珠颈斑鸠，价值600元。长沙市森林公
安局支付了2360元鉴定费。长沙市野生动
植物保协会将赵某某诉至开福区人民法
院，要求被告赵某某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
源损失费 600 元、承担司法鉴定评估费
2360元、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承认错误、义
务参加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活动3次。

法院经审理查明认定，珠颈斑鸠属于
具有重要的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
保护野生动物，系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
物资源，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具有重要作用。被告赵某某为满足个人食
用喜好，非法捕猎“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珠
颈斑鸠4只，并将其中2只食用的行为违反
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禁止性规定，法院
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湖南日报8月 30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颜雨彬）8月27日清晨，在长沙市万
家丽南路时代阳光大道路口由南往北方向，
一辆白色的电动汽车发生自燃事故。长沙市
雨花区同升消防救援站接警后，迅速赶到现
场并成功处置。

由于高温天气持续，近期我省已连续发
生几起车辆行驶中着火险情。据省消防部门
相关专业人士介绍，夏日车辆自燃频发，大
多与电路短路有关。而造成电线短路的原
因，除了线路老化外，还有的是车主私自给
汽车配备各种附加电子设备，如电子防盗
器、音响等。此外，由于香水大多由酒精制
成，属于易燃易爆品，放置在封闭的车中，极
易造成爆燃，导致汽车自燃事故的发生。

为此，省消防部门提醒，如发现汽车发
动机处冒烟或有火光等异常现象，切记不可
打开引擎盖，一旦打开引擎盖，不但引擎盖
容易灼伤手掌，火苗也会因为接触充足的空
气而加大，不利于扑救。另外，当前仍处于高
温天气，广大驾驶员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
护、保养，经常检查汽车的电路、油路、线路，
不要私自对车辆内部线路和零部件进行改
装，车内不要存放空气清新剂、香水座、气体
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的物品，并随车配备灭火
器，以防不时之需。

湖南日报8月30日讯（记者 熊远
帆）28日上午，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
会数学促进企业创新发展论坛在长沙
开幕。同时，由该学会与湖南潇湘大数
据研究院联合发起的“数学与企业合
作交流平台”在长沙发布。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工业生
产结合越来越紧密，现代工业中涌现
许多新的数学问题。去年，中国工业与
应用数学学会总部办公基地落户长沙
经开区的星沙区块链产业园，为长沙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工业应用

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持。
此次发布的“数学与企业合作交

流平台”将加强院校、企业、新型研发
机构、学生群体间的协同合作，以产学
研用的参与形式，充分结合四方的人
力、经济、成果、管理等资源，加强企业
与数学专业人才之间的联系，解决企
业寻求数学人才对口合作时信息不对
称的问题。平台将探索企业提供资金
和应用场景、新型研发机构搭建桥梁、
院校科研机构提供科研成果和动力、
学生参与企业创新研发的共进模式。

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
科院院士张平文表示，应用数学要深
深植根于国家的战略需求，在解决具
体问题的过程中产生有价值的科研成
果，促进企业创新发展。他建议，要积
极培养应用数学人才，在企业中组建
应用数学人才队伍，有效利用高校和
科研机构资源协助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推动企业向原始创新驱动的发展
模式转型，从而更好地发展应用数学，
促进企业创新发展。

本次论坛为期2天，包含华为报告
专场、应用数学中心和新型研发机构
宣讲、数企对话及7场大会邀请报告。
论坛汇集国内顶尖应用数学专家和产
业界代表，聚焦数学与企业融合创新
发展趋势，分享数学先进应用成果，交
流学界与产业界合作经验。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松山的“幸福水源”

第一书记是“义务保健医生”

“数学与企业合作交流平台”
在长沙发布

通过数学促进企业原始创新

吃好管饱 杜绝浪费

永州早餐“弹性点单”受欢迎

诱捕4只野生斑鸠
长沙一男子被起诉

消防部门提醒：

高温天气谨防车辆自燃

乘长沙地铁 赏神秘湘西
湘西文旅主题专列登上长沙地铁

安全出行在路上
——集中整治交通问题顽瘴痼疾

山舞“银蛇”
8月30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连通琵琶、罗武两村的盘山公路与树林相互映衬，美如画卷。近年，该县实现所有自

然村寨通水泥路，许多村组之间的山道阻梗变成坦途，群众出行更加轻松快捷。 粟勇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