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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4月2日，清明小长假第一天，长沙市天心
区小蜜蜂义工协会会长杨士泉没有闲着。一
大早， 他就驱车赶往宁乡县巷子口镇官山村
的贫困户李寿辉家， 看他家的羊养得怎么样
了。 同行的还有协会的6位志愿者， 带着米、
油、面、毛毯等慰问物资。

3个小时后，汽车翻过一片山岭，抵达一
个小山窝，抬头可见几栋白色房子，中间一栋
就是李寿辉家。听到汽车的声音，李寿辉的妻
子廖梅吾迎了出来。看到杨士泉，脸上笑开了
花。

2016年8月，杨士泉从共青团长沙市委得
知李寿辉家的情况。当时，一个五口之家：一
个刚去世，一个患腿疾，一个患眼疾，一个患
风湿病，还有一个在上高中，家中唯一的经济
来源是患风湿病的李寿辉给别人打工的微薄
收入。杨士泉决定帮助李寿辉家脱贫。他带着

小蜜蜂义工协会帮扶小组， 为李寿辉家送去
了大米、植物油、毛毯、台灯等物品。杨士泉
说，我是来扶贫的，但是我没带钱来。

听了这句话， 村干部和李寿辉脸上掩饰
不住失望。 杨士泉解释道：“我如果直接给钱
给你，要不了多久你就花完了。而帮你发展产
业，才是长久脱贫的方法。”

李寿辉家位于宁乡黄材水库库尾， 附近
有大片草地，屋后是山坡。杨士泉了解到李寿
辉有养羊的经验后， 提出对他进行养殖业援
助，从提供羊羔、技术输送、药品保障到成羊
销售，全过程给予帮扶。同时帮助解决他女儿
的读书费用问题。李寿辉这才眼睛一亮。

“养羊我没有销路。”李寿辉心里也有担
忧。

“你养的羊我全部回收。”杨士泉一句话
让李寿辉吃了定心丸。

回到长沙， 杨士泉就发动志愿者们认领
买小羊羔， 很快20只羊羔就全部被认领完。

2016年9月的一个周末，小蜜蜂义工协会的志
愿者从浏阳黑山羊基地买了20头羊， 为李寿
辉送去。同去的还有兽医和养羊的师傅，现场
教李寿辉养殖方法及预防疾病。 志愿者们还
动手为他搭羊圈，干得热火朝天。

如今，半年多过去，李寿辉家的羊群发展
到了30余头。羊圈里，出生两个月的小羊羔活
蹦乱跳，还有几只已经“有孕在身”。“羊繁殖
比较快，母羊每年能生产两三次，半年来已经
增加了10多头。看到羊羔，我就看到了脱贫致
富的希望。”李寿辉高兴地说。

官山村扶贫专干李根深给他算了一笔
账，今年只要出栏10多头羊，收入就能达2万
元。李根深说，养羊有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
这种帮扶很符合李寿辉家的实际， 只有开对
“药方”，才能拔掉“穷根”。李寿辉表示，自己
现在很有干劲，有脱贫的信心，快的话一两年
就不会再给政府添麻烦， 有了能力还能帮助
其他乡亲。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胡阳）衡阳市纪委今天发出通报，因涉
嫌违纪，该市广播电视大学校长萧烽、纪委
书记刘智、工会主席刘燕被立案审查。

萧烽，男，汉族，湖南常宁人，大学学历，
1967年11月出生，199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0年7月参加工作， 先后任衡阳市实
验中学副校长、 衡阳市第十四中学校长、衡
阳市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2013年7月至今
任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刘智，男，汉族，湖南衡阳县人，函大本

科学历，1963年10月出生，1985年5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任耒
阳师范学校学生科副科长、科长，衡阳市广
播电视大学总务处主任，2006年3月至今任
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纪委书记、党委委员。

刘燕，女，汉族，湖南衡阳市人，中央党
校函授本科学历，1965年6月出生，1995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
作，先后任衡阳市教委实验幼儿园副院长、
党支部书记等职，2008年9月至今任衡阳
市广播电视大学工会主席、党委委员。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
平 通讯员 范有佳）“农业综合开发办建好
了基础设施，政府又每亩补助200元，加上
这几年价格一路攀升， 我今年主要种植龙
牙百合，相信有赚头。”今天，面对记者采访，
隆回县北山镇石矿村种植大户李章凤信心
十足地说。

隆回县种植龙牙百合有上百年历史。
近3年，该县先后投入1.7亿元，对龙牙百合
产业进行重点扶持。2015年4月， 县农业综
合开发办在北山镇建设全省第一个龙牙百
合优势特色产业园， 分为龙牙百合标准化
生产基地、龙头企业加工基地，种植龙牙百
合1130亩。今年6月底项目建成后，预计每
年可创产值2.1亿多元，为近1000户直接受
益农户增加纯收入总计达9360万元。

隆回县还大力扶持龙牙百合深加工企业
做大做强。 省级龙头企业湖南宝庆农产品进
出口有限公司去年扩建加工车间、 储藏仓库
5500平方米，添置设备53台，加工百合干、百
合粉等。公司按照“基地+企业+农户”经营模
式，已与1000余户种植户签订合作协议。

目前， 隆回县龙牙百合常年种植面积
达3万亩， 在全县各地建种子基地10个、商
品基地82个，年产干龙牙百合5000吨，年产
值达4亿元。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曾翔 史曲波）近日，永兴县高亭司镇
十里洞村村民把一封感谢信送到县信访
局，感谢县里解决了村里安全饮水问题。据
了解，前不久，该村村民在网上反映，村里
水源受到污染。县信访局看到后，报县领导
批示， 有关部门很快查处了一家乱排污水
的造纸厂，解决了村民安全饮水问题。

为方便群众反映合理诉求，今年，永兴
县建立来信、来访、来电、来邮、来帖等信访
工作新机制， 全方位畅通群众信访渠道。要
求各乡镇、部门向社会公开一个电话、一个

邮箱，安排一个信访接待室、一个信访接待
日、一项信访制度。对通过来信等渠道收集
的问题，由县领导第一时间批阅，快速交办。

永兴县还对所有信访诉求处理做到
“一竿子插到底”。 信访件处理直接落实到
人，有效避免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同时，对
所有信访件实行每周汇总、半月督办、两月
通报， 超期未办结的由县委督查室进行督
办， 督办未办结的由县委书记约谈相关责
任人。今年来，该县共收集信访件247件，回
复224件，到期回复率达90.8%；结案212件，
到期结案率达87%，均比以往明显提高。

4月7日，资兴市唐洞街道茶坪瑶族村，瑶族同胞举行祭春仪式和瑶族原生态非物质文化展
演。当天是瑶族“起春节”，瑶民表演瑶家舞草龙、瑶族长鼓舞、瑶家武术等瑶族传统节目，意在祈
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起春节后，瑶族同胞纷纷开始新一年的劳作。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朱孝荣 摄影报道

“我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隆回龙牙百合
年创产值4亿元

祭春祈丰收

“一竿子插到底”
永兴畅通群众信访渠道

衡阳电大3名处级干部被查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姚毅 陈秋荣） 为提高公众爱鸟护鸟
意识，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保护生态多样
性，建设美丽岳阳和生态岳阳，最近，湖南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36届“爱鸟
周”系列活动启动。

这届活动以“依法保护候鸟，守护绿
色家园”为主题。当天，在岳阳市中心地
带南湖广场展示了东洞庭湖“百鸟图”、
鸟类标本， 巡回播放了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发放了爱鸟护鸟宣传资料、鸟类有奖

知识答题等。 东洞庭湖保护区发布了
“2017年鸟类监测公报”。 岳阳市江豚保
护协会志愿者带来了“我和江豚玩自拍，
万张笑脸‘益’起来”互动游戏，岳阳职业
技术学院、 湖南民院附小学生及当地市
民积极参加互动。

东洞庭湖保护区还召集志愿者自行车
队，分2组进入社区开展宣传；组织1辆宣
传车， 沿洞庭湖大堤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在各管理站悬挂横幅，并在鸟类主要栖
息地开展巡护、监测、宣传活动。

东洞庭湖举办“爱鸟周”系列活动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周俊 杨亲福）4
月6日，从紫鹊界九龙坡梯田景区出发，跟
着指示牌，循着田野的馨香，不到一小时，
就来到雅天门景区。“雅天门” 属高山生态
景观，坐落于新化县天门乡土坪村，是紫鹊
界景区继“渠江源”后又一个新景观。

“雅天门”有近万亩山地，峡谷环抱溪
流，古树相互映衬，充满生机。山门位于海

拔1400米以上的山顶，进入大门，3个瞭望
台呈“品“字形展开。最高的瞭望台，为双层
钢骨玻璃结构。登台远眺，沃野春色尽收眼
底。景区还着力打造玻璃栈道、摇摆索桥、
风雨亭、螺旋式步行道等特色游道，让人在
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 享受旅游的愉悦。
“雅天门”于年初正式开放。目前，旅游公路
正在抓紧施工，有望6月前交付使用。

紫鹊界又添新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