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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一品”公益宣传系列之新化红茶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湖南日报社湖南日报社

新化古称梅山，是中华三大始祖之
一蚩尤的故里，其辖区内的紫鹊界是同
时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
界自然灌溉工程遗产”的双遗产地。

新化地处湘中腹地，雪峰山东南
麓，境内多为山丘盆地，海拔高差大，森
林覆盖面广，气候温和湿润，常年云雾
缭绕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出了新化红
茶。

新化产茶历史悠久，始于唐，兴于
清，盛于民国。新化红茶始制于咸丰四
年（1854 年）。民国 19 年（1930 年）新
化商人曾硕甫组织茶商在杨木州兴建
了八大茶行集中加工茶叶，年精制红茶
16300多担。1915年新化“宝泰隆”红
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优质产品

奖。1941年《湖南省之茶》记载“新化、
安化之湘红、与祁红、建红鼎足而三，同
为中国红茶之正宗”。1950 年中国茶
叶总公司在新化建立中国红茶厂，后改
为湖南省新化茶厂。1979年在新化设
立“湖南省炉观茶叶研究所”，主要从事
红茶、红碎茶生产技术研究。

至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新化的红
茶、红碎茶被省和国家外贸部、商业部
评为优质产品，享誉全国，出口到英国、
美国、新西兰、埃及、俄罗斯等欧美国家
和地区，新化县被列为全国商品茶出口
基地。

近年来，新化县委、县政府把茶叶
产业作为全县农业的重点产业来发展，
全力推进全县标准化生态茶园建设，标

准化加工企业建设、品牌建设、茶叶市
场建设、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和茶文化体
系建设，新化红茶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目前，全县现有茶园面积 8 万多
亩，有茶叶生产加工企业24家，其中省
级龙头企业 2 家，市级龙头企业 8 家，
种茶专业合作社18个，年产红茶4856
吨，产值达 6.5 亿，以产业带动了全县
农民就业增收。

新化红茶茶韵天成,其特征“乌油
紧实，蜜香悠长，甘鲜醇爽，橙红明亮”，
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湖南十大名
茶。其系列产品有：“渠江红、上梅红、
紫鹊十八红、柳叶眉、寒红、梅山悠悠
情、渠红、紫鹊功夫、月光红、蚩尤蛮茶、
紫鹊寒芽、鸡叫岩、蚩尤古茶”等企业品

牌分别获湖南省茶业博览会和湖南省
农业博览会金奖。

目前，新化红茶产业已成为了新化
县“一县一特”，乡村振兴的重点扶贫产
业。新化县委、县政府坚定发展红茶产
业，紧紧围绕“做强产业、做优产品、做
大品牌、做活市场”的发展目标，加大扶
持力度，整合资金，重点培育龙头企业，
加快标准化生态有机茶园建设，全力打
造新化红茶区域品牌，全方位、多渠道
开展品牌宣传推介活动，面向全国开拓
产品营销市场，建立全国品牌营销网
点，着力把新化红茶打造成为全国知名
品牌，确保新化红茶产业快速健康发
展，使红茶产业真正成为新化县农民创
业致富、就业增收的主导产业。

设计：冉明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通讯员 梁远平 高振亚

“首倡之地当有首倡之为。”近年
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切实担
起“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政治责任，借助
创建省级文明标兵单位之机，让文明创
建成果惠及了更多贫困群众。

2019 年 9 月 29 日，百余名州政协
常委会组成人员、委员和湘西自治州主
要领导及州直相关部门负责人齐聚州
政协十二届十一次常委会会议，围绕

“湘西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开
展专题协商议政，党政领导与常委、委
员们进行现场互动交流，现场气氛十分
热烈。这是州政协以助力精准扶贫锤炼

作风，推动政协机关转作风、真协商、促
脱贫的缩影。4年来，州政协聚焦“更好
推进产业扶贫”“建立健全扶贫开发机
制”“转变建整扶贫方式”“精准扶贫政
策的落实与完善”等议题，累计开展各
类协商 267 场次，形成履职成果 387
件，促成了党政决策、文件政策的形成
和政协文明素质的提升。同时还大力推
进基层协商民主，完成了首批 19 个州
政协委员工作室设立挂牌，以及以精准
扶贫为主题的湖南省“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
想”实践基地 20 个湘西州示范单位的
授牌。通过村民多次民主协商形成的建
档立卡户“七步法”“九不评”等经验做
法成为了影响全国的可复制、可借鉴的

十八洞模式和经验。
走在龙山县蒲家河村的硬化公路

上，看着焕然一新的村文化广场，很难
想象这里一年前还是“晴天一身灰、雨
天一身泥”的泥巴地。2018年3月，湘西
州政协进驻龙山县蒲家河村驻村帮扶。
期间，州政协聚焦乡风文明建设，完善
村规民约和开展“文明家园、优美家庭”
创建活动，大力挖掘脱贫攻坚“身边好
人”和“民安好人”，大力支持基础设施
建设和产业发展，驻村帮扶工作得到了
群众点赞。到2019年底，州政协帮扶的
蒲家河村，吉首市小溪村、补点村已全
部脱贫摘帽；全州各级政协先后组织驻
村扶贫42个村，全部脱贫出列。

文明创建的过程中少不了委员的

参与，精准扶贫的征程中少不了委员的
助力。在州政协的号召下，广大政协委
员积极参与政协委员“三个一”扶贫行
动和“政协人助力巩固脱贫成果万户帮
扶行动”。

张远周委员被誉为高寒山区“驱困
人”，组织扶贫工作组带领夯卡村、流滚村
实现了全面脱贫，夯卡村还被评为省美丽
乡村示范村。梁通尧委员利用订单农业模
式，带动73户建档立卡户脱贫，荣获“湖南
省最美扶贫人物”称号……4年多来，全州
1837名各级政协委员结对帮扶建档立卡
户14476人，资助贫困学生2643名。在

“万户帮扶行动”中，全州2270名三级政
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共组成帮扶小组662
个，累计开展对接帮扶1200余次。

文明风吹开精准扶贫之花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推进文明创建助力脱贫攻坚

通讯员 何云雄 徐予情

“骑摩托车、电动车请戴头盔，不
酒驾、不超坐、不无证驾驶……”9 月
10 日清晨 6 时，江永县源口瑶族乡黄
金山村10组村民杨忠德骑着摩托车出
门，背上喊话器，在村里兜圈子，进行
交通安全宣传。笔者碰上他打招呼，他
说：“一天跑4趟，大概50公里，半个月
脸上晒掉一层皮了。”

老杨今年62岁，早些年被乡邻们
喊作“上访老杨”，从 2007 年开始，他
每年到县城找相关部门上访好几次，
成了老上访户。其实，村民都知道，杨
忠德上访并无正当理由，只因20世纪
70年代他参加全县水利工程建设，右
手臂受伤，伤情未达到伤残级别，不能
享受国家补助，但老杨觉得上访次数
多了，政府就会给予照顾。

2017 年 3 月，江永县民政局驻村
帮扶工作队来到黄金山村，队长羊明
健对贫困户挨家挨户走访。在杨忠德
家，他发现老杨越上访越穷。杨忠德本
来种了10多亩香柚、夏橙，由于上访没
心思管理，果树年年只长叶不长果，有
的变成了“小老树”。杨忠德自己算账，
10年里，上访的路费、吃住等花费是一
笔大数目，还误工、误农，仅水果收入
至少损失了50万元。

之后，工作队员主动与杨忠德交朋

友，三天两头登门拜访，聊家常、讲政策、
讲道理。“别东想西想了，把果树管理好
比啥都强，没钱买肥料我们可以帮助解
决，柚子点花授粉如果人手不够，工作队
来帮忙……”羊明健的话句句暖心。

慢慢地，老杨的心结打开了，发展
生产有干劲，2018年果树获利3万元，
2019年获利6万多元，整个人像变了个
样，不仅不上访，还在村里做起了公益。

杨忠德说：“符合政策的问题，不
上访政府都会解决。不符合政策的，上
访100回也没用，还落个名声不好。把
生产搞好才是硬道理。”

日子过好了，杨忠德对工作队心
存感激，想通过多做好事来好好回报
社会。2019年，杨忠德主动担任村保洁
员，村里的脏活、累活、杂活样样卖力，
村委会每次搞活动也积极参加，尽力
维护环境卫生。他做通当年一起上访
的5名“老伙计”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起
不上访。

由于老杨工作责任心强，今年，他
被源口瑶族乡政府聘为乡村卫生监督
员，还主动承担起疫情防控、交通安全
宣传劝导员的工作。

如今，黄金山村村容村貌变美了，
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杨忠德对自己的
生活越来越满意，逢人便说：“别再叫
我‘上访老杨’了，我年底还想评上‘十
星文明户’呢！”

“老上访”争当文明户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9 月 12 日起，湖南 2020 年下半年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工作
开始，笔试时间安排在 10 月 31 日，考
生12月10日起可通过“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网”查询本次考试成绩。

根据教育部的最新文件，符合条件
的教育类研究生、公费师范生可参加学
校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免试认定
教师资格。

教师资格考试不断升温

近年来，我省教师资格考试不断升
温。去年9月份，由于下半年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笔试)报考人数大幅度增加，我
省还曾将考试报名截止日期顺延两天，
网上审核和缴费时间也相应顺延两天。

今年1月，我省启动上半年的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但是由于疫情原
因，原定于3月中旬的考试推迟至下半
年一并组织实施，按规定，前期已通过
的笔试科目成绩和合格证明有效期延
长一年。

为减轻对考生的影响，人社部、教
育部等7部门于4月份印发的《关于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部分职业资
格“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的通
知》规定，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资格实施“先上岗、再考证”阶段
性措施。

2020年下半年参加考试的人数或
将创下新高。

近年来，培训机构任职的教师参考
人数也大幅增加。根据湖南省教育厅
2019 年年底印发的《湖南省校外培训
机构管理办法》规定，校外培训机构开
展语文、数学、英语、思想政治、历史、地
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类知识培训
的老师，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这也
使得我省教师资格考试更加火热。

教师资格考试，这些学生
可以免试

9月4日，教育部公布《教育类研究
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

资格改革实施方案》。按照文件要求，招
收教育类研究生、公费师范生的高等学
校从2021年起，可参加免试认定改革。

实施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应根
据培养目标分类对本校教育类研究生、
公费师范生开展教育教学能力考核，考
核合格的2021届及以后年份毕业生可
凭教育教学能力考核结果，免考国家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部分或全部科目。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类研究生和公
费师范生在同一高等学校、同一学历层
次学习期间，仅可获取一本《师范生教
师职业能力证书》。《师范生教师职业能
力证书》在有效期内只可使用一次，如
申请认定其他学段和学科教师资格，不
予免试，仍须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

湖南省教育厅提醒，符合条件的教
育类研究生、公费师范生，可参加学校
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也可自愿参
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教师资格考试升温
我省2020年下半年考试12日起报名

湖南日报9月 11日讯（记者 苏
莉 通讯员 罗璇）各高校开学在即，45
名考入湖南高校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高
中毕业生组团赴湘，将进入湖南的高校
就读。9月11日，他们在澳门湖南联谊
总会的组织下，开展为期一天的湖南高
校考察活动。

据悉，45名来自澳门的大学新生将

分别前往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
范大学报到。考入中南大学的新生陈艳
宜和同行的小伙伴们对即将到来的大学
生活充满期待，她们希望能增进对湖南
和内地的了解，同时也希望学到更多知
识，将来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以往澳门高中毕业生选择高校
时，大多将目光投向香港、台湾和国外

的大学，以及本地高校，这几年，选择到
内地就读的澳门学生越来越多。”澳门
湖南联谊总会会长严海文介绍，从2018
年开始，在省委统战部的支持下，澳门
湖南联谊总会组织全澳就读湖南高校
的学生及家长赴湖南进行考察和交流，
促进家长和学生进一步认识湖南，了解
湖南。近3年来，澳门应届高中毕业生来

湖南高校就读的人数逐年增加。
就读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临床

医学专业的陈佳盈也来自澳门，现在是
大三的学生。作为学姐，她告诉学弟学
妹：“长沙很美好，湘菜很美味。”尤其令
陈佳盈印象深刻的是，今年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中南大学湘雅各附属医院派出
400多名医生奔赴湖北抗疫一线，救死
扶伤。陈佳盈表示，作为一名青年医学
生，她也要向前辈学习，践行“一生所
学，报效祖国”的医者大爱。

45名澳门学生组团赴湘就读

湖南日报 9月 11日讯（记者 金
慧 通讯员 詹柳依）随着物质生活不断
丰富，老年人对文化养老的需求不断增
加。今天，2020年全省文化养老培训班
在长沙启动，全省 14 个市州养老行业
的100多人参加，这是湖南省首次举行
文化养老专题培训。

养老包括物质养老和精神文化养
老。据统计，2019 年全省 60 岁以上人
口超过1280万，广大老年人对精神文
化养老的需求不断增长，特别是 1950
年代和1960年代出生的“新老人”，他
们对文化养老有更高的期待。

“文化养老的核心是帮老人改变传

统的生活观念和养老观念，帮老人做好
人生规划。”快乐老人报社社长赵宝泉
现场授课表示，新老人对文化的需求远
远强于传统老人，老人寿命越长，健康
时间就越长，所以养老事业需要“前
移”，更多地关注健康老人。

据了解，近年来，湖南省民政厅
高度重视文化养老和精神慰藉工作，
2019 年出台了《养老机构老年人文化
娱乐服务规范》《养老机构老年人精
神慰藉服务规范》，并成立了湖南省
民政厅文化养老暨社区精神慰藉载
体孵化中心，系国内首个文化养老孵
化中心。

关注健康老人的精神需求

湖南省首次举行
文化养老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