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通讯员 曾晓
风 唐志平 宁建华 记者 蒋剑平）今日，
邵东县灵官殿镇凌云村村级活动中心，
60多名孩子在老师和大学生的带领下，
分成几个兴趣小组……享受着不一样的
快乐假期。 凌云村有留守儿童50多名。
该县法制办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第一
书记甘卫建倡议为孩子们办个“快乐暑
假班”，让他们的假期过得更快乐。

邵东：为留守儿童
办“暑假班”

!"
#$

!"#$%&'()*+,-./! 01(#$-.
/!23(+,-./!45(+,-.6789:;"<=
>?@: !" ABCDEFGHIJKL-./M%NO"
PQRSTU"VWX!YZ#

[\]HI^ #"$% _ % ` &% @

!!"#$%$!"#$ & % '
&"()*+,-./01
23456$ 578 & 9
':;<=>?=@A=BC=

DE: FGH: IJKLMN:

!!OP$ %$!"'$ & ''
' %()*+,-./0
123456$578 ' Q
'" 9': RS<=>T=C

UV=TW=DE: FXH:

!!OY$%$!"'$ & '' '
&"()*ZY[\]Y[^
_T`ab &'c $d56$
578 &Q: RS<=>?=

@A=eWf=Tg=hi: FUH:

!!(e$ %$!"'( & ' '
'&()*+,-./012
3456$578 !9': ;
<=>j@=kG=Cl=Em

n: FGH: opqr$stuvw:

!xyz$%$!"'( & ) ' !
({|+}~�2stu�
56$578 &%p:)<=e
Wf=Cl:FG�X���

���u��: ��t��=��=�
u��:

!!��$ �$!"'$ & ' '
'!(�����)*ZY
[$578 '9': ;<=>
?=kG=CV=Emn: F
���H:

!���$ �$!"'( & * '
'( (� +¡¢£¤1¥
S ( ¦56$ 578 ! Q:
�>§=Cl=FGH: �¨
©ª«�:

!¬®$ �$!+'(& $ '
* (¬�+s¯°±²³5
6$578 &p: ´gµ¶=
<¨·¸¸= ¹ºµ¶»
¼: �H½¾¿=À� !Á: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市州新闻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2017年7月27日 星期四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09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覃太培）“幸亏买了杂交水稻制
种保险，这次获赔29.34万元，大幅减少
了损失。”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制种大户
李子涵今天告诉记者。7月25日，中华联
合财产保险公司靖州支公司理赔员根据
保险条款，为制种大户办理理赔手续。靖
州42户水稻制种大户， 获洪灾水稻制种
保险理赔185.72万元。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通讯员 李琳
记者 周怀立）“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对
社会有意义的事情而已！”7月25日，记
者见到连续13年无偿献血两万毫升的
醴陵市检察院干警郭秀峰，他谦虚地说。
郭秀峰只是醴陵市检察院志愿服务队的
一员。近年来，醴陵市检察院在搞好本职
工作的同时， 积极支持以青年干警为主
的志愿服务队， 鼓励他们经常开展普法
宣传、法律援助等志愿服务。

新闻集装

靖州：制种大户
获保险理赔

醴陵：检察院
有支志愿者队伍

7月26日下午， 长沙市
湘府中学体育馆，参赛队员
在表演广场舞。当天，2017
长沙市天心区全民健身广
场舞大赛举行，来自各街道
14支队伍的广场舞爱好者
同台竞技，展现了高水平的
广场舞水准，舞出了健康向
上的精神风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张敏 摄影报道

广场舞大赛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戴勤 蒋
剑平 通讯员 彭贤良 马晶）7月25日晚，
第三届城步山歌全民赛总决赛在城步苗
族自治县体育中心举行， 这次山歌全民
赛作为“2017湖南（南山）六月六山歌节
暨湘桂原生态风情节” 五大主题活动之
一，吸引上万名原生态歌手积极参赛，掀
起了一场原生态山歌风暴。

城步旅游资源丰富，境内古寨、古民
居、傩巫文化极富苗乡特色，绚丽多彩。
近年来，该县坚持节会牵线、文化搭台、
旅游唱戏，创新形式推进“全域旅游+文

化”，全力打造魅力苗乡。 城步依托丰富
的旅游资源，精心打造“六月六山歌节”
节庆品牌，举办系列民俗文化体验活动，
充分展现城步吊龙、 苗族傩戏、 木叶吹
歌、打油茶等苗乡特色民俗文化，构建以
南山风景名胜区为龙头， 两江峡谷国家
森林公园、 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主干
线，县城为集散中心，城郊重点旅游区为
补充， 乡村休闲度假游为新业态的现代
旅游新格局。2016年，城步南山成为我省
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该县全面加速旅游服务的提质提

档，近年投资1.2亿元，对县城儒林大道进
行特色民居改造， 打造民族文化体育中
心、南湖公园、城步发展展览馆等苗乡代
表性景观； 旅游主干道———边南公路全
线贯通，自成一景；精心打造清溪、桃林、
大寨等6个全省最美少数民族村寨，以古
民居为依托，传承傩戏、舞龙、山歌、油
茶饮等独具特色的苗族文化。

同时， 该县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
参加湖南旅游商品博览会、国家旅游产
业博览会等活动，集中宣传推介城步旅
游资源。今年7月，该县联合桂林龙胜、

柳州三江、 怀化通道3个少数民族自治
县，举办湘桂原生态风情旅游推介会，共
推特色旅游资源和精品旅游线路。今年1
至6月，该县共接待游客68.8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3.66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
增长55.65%、50.62%。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琳燕 何志强 欧志勇）资兴市
茶叶协会申报的“东江湖茶”，近日获得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这是继
“东江鱼”“东江湖蜜橘”后，资兴市第3个
获此证书的农产品。

资兴市农业资源丰富， 全年农作物
播种面积53.44万亩，水果、蔬菜、茶叶、水
产、畜牧是当地农业支柱产业。近年来，
该市按照“优质农产品品牌化、品牌农产

品名牌化、名牌农产品精品化”思路，大
力实施农业品牌发展战略， 以提高产品
附加值和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该巿按
照“一个品牌创建、一名领导、一个牵头
单位、一套工作班子、一个方案”的机制，
持之以恒抓农业品牌创建。 每年安排
1000万元农业产业引导资金， 以奖代投
扶持农产品质量体系建设和农业品牌创
建工作。目前，该市已发展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37家， 其农产品拥有中国驰名商

标1个，省级著名商标、名牌产品14个。
资兴市还结合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市， 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体系。市里建设了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各乡镇（街道）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站，并配备农药残留检测仪等设备，构
建“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该市生产的东江湖蜜橘被誉为“橘中
之王”，品质优，参加相关农博会多次获奖。

近年来，该市大力实施“东江湖蜜橘”品牌
战略， 成功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证书，产品销售市场由原来广东、浙江等地
拓展到黑龙江、内蒙古、北京、重庆、河北等
地，并进入东南亚市场，去年实现销售收入
4.5亿元，3万多户果农直接受益。 东江鱼、
东江湖茶等品牌做优做强， 扩大了农民增
收空间。当地农业部门测算，东江湖茶获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后， 茶叶销售
价格能提高5%至10%。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周怀立）“今年实现整体
脱贫，在全省率先实现全面小康，是我市一项底线性任务，
现在到了临门一脚、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必须以背水一
战的意志和决心，打赢这场输不起的硬仗。”在今天召开的
株洲市委十二届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市委书记毛腾
飞斩钉截铁地说。

在去年10月召开的株洲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 株洲
市委向全市人民作出庄严承诺， 确保2017年完成整体脱
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全面开启基本现代
化新征程。目前，距离目标只剩下短短5个多月时间，株洲
市的各项工作正在顺利推进。其中，该市对接1.2万余名贫
困人口、产业扶贫投资基金融资30亿元的社会扶贫模式，
为产业扶贫雪中送炭，并可在技术支持、劳动力培训、职业
教育等每个环节发力，为贫困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其经验
被中国社会扶贫网向全国推介。

为确保今年目标任务的完成，今天召开的株洲市委全会
再次强调，要紧盯目标抓攻坚，把握重点抓攻坚，凝聚合力抓
攻坚，精准落实，补齐短板，整体推进。具体而言，就是提供深
入开展“百企帮百村、百促建百社、百员联百村、百社扶万户”
等行动，确保人、财、物等各种资源优先安排贫困地区、优先
覆盖贫困人口，既送温暖又送智慧，既“输血”又“造血”。

越是任务繁重，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加强党的领导。为
此，株洲市委再次强调，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必须承担主
体责任，党政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带头抓实施推进，严
抓督查落实，不断传导知责、明责、履责、尽责的压力，以强
烈的责任感完成神圣使命，踢好“临门一脚”。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姚志峰）
今天上午，湘赣边严打整治“百日行动”暨联合大巡防启动
仪式在浏阳文家市镇军旗广场举行， 一场声势浩大的整
治行动将在浏阳市文家市镇、大瑶镇、中和镇、澄潭江镇及
江西省的上栗县桐木镇、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万载县黄
茅镇展开。

“坚持协同作战，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共同维护湘
赣边和谐稳定发展环境……” 来自湘赣两省四县七镇的
负责人在启动仪式上庄严承诺。

近年来， 由浏阳市倡议发起的湘赣边区域开放合作
不断深化拓展。湘赣边区域相关县（市、区）签订了综治维
稳等专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加强在社会治安、安全
生产、打非治违等方面的交流协作。

5月24日傍晚，万载县黄茅镇派出所在日常检查中发
现湘赣边界一无人居住老房子内可能存在非法生产现
象，随即通知浏阳市文家市镇。获悉后，文家市镇立即组织
公安、安监等部门前往调查处置，现场查处非法生产的药
物75公斤、引线20万米。“黄茅镇提供情报，文家市镇现场
执法，湘赣联手，一举端掉这一非法窝点。类似案例在湘赣
边界并不鲜见。”文家市镇党委书记卢铓说。近年来，文家
市镇创新建立边界乡镇一村一巡防队工作模式， 专职巡
防队、义务巡防队全天候、无死角展开巡防，并在边界主要
路段、重点路口等区域安装监控摄像头，在“人防”的同时
充分发挥“技防”优势。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肖朝文)7月25日，“换心
人” 李敏带着初中毕业的儿子， 回到了
“娘家”———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见到
曾为她做手术的医护人员， 李敏眼含热
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2003年初，年仅28岁的四川简阳打工
妹李敏出现活动后心悸气促及夜间阵发
性呼吸困难，5个月当中还3次出现严重心
衰， 临床诊断为原发性扩张型心肌病。实
施心脏移植手术，是唯一的治疗选择。

2004年9月，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找

到了心源供体， 为李敏成功进行了心脏
移植手术，使她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湖南
日报曾以《湖南省市州医院首例心脏移
植手术在常德成功》为题,进行过报道。

李敏出院后，其身体恢复、家庭生活
情况等， 成了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牵
挂。2007年临近春节， 李敏一手挽着丈
夫，一手牵着儿子，从深圳专程来到常德
市第一人民医院，向医护人员拜早年。医
院为她专门做了一次体检， 各项指标正
常。从那时起，李敏就把医院当成了“娘
家”，每年春节来“探亲”，医院还为她做

一次全面检查。
采访中,李敏感慨地告诉记者:“做手

术那年，我的小孩不满周岁，现在成了一
个帅哥了。”李敏介绍，她现在深圳一家
公司上班，家庭生活有保障，看病吃药有
报销，一家3口其乐融融。

据当年为李敏实施心脏移植手术的
副院长吴吉明介绍， 心脏移植手术在国
内外并不罕见, 一般患者的生命在10年
内,而李敏生活了13年，且身体还处在健
康状态，这是生命的奇迹，对医护人员也
是一个鼓舞。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龚闯 罗亮

7月25日，热浪袭人，双峰县梓门桥
镇香铺坳村却被悲痛笼罩着。这一天，是
香铺坳村党总支书记陈云辉遗体告别的
日子， 来自四面八方的村民及县乡干部
前来悼念。

“陈书记是累倒的。自从当上党总支书
记以来，他就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天都有忙
不完的事情。”一位村民哽咽着说道。

陈云辉才51岁，正值壮年。7月21日，
他因积劳成疾，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经救
治无效，不幸逝世。

从2011年当上村干部以来，陈云辉就
把村民的需求、 村里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特别是今年当选为香铺坳村党总支书记
以后，就更忙了。先是整修了全村5000多
米的水渠和几十口山塘水库；然后又积极
争取外来资金，硬化、亮化了村级道路近4
公里；后来又在村里新建了一座污水处理

厂，建成了数十套安置房，并在村里修建
了全镇第一个村级俱乐部、老年人活动中
心。在前阶段的抗洪救灾和脱贫攻坚工作
中，这位心脏上搭着支架的壮汉，一直冲
在最前面。就在去世前一天下午，他还冒
着烈日， 带着工具到抽水机房排除故障，
全身都湿透了。有村民说：“请个修理工要
几个钱呢，你把自己累病了怎么办？”陈云
辉却笑笑：“小毛病不需要请人。” 这却成
了他工作中最后的剪影。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罗中华

7月19日， 上海市一位客户通过微
信，向桃江县“八一农场”场主王志强订
购了3公斤“高山跑猪”肉，总共291元的
货款通过微信支付完成。

王志强当过兵，2003年退伍后到广
州一家物流企业工作，但他总想“干自己
的事”。在父亲支持下，2009年，王志强返
回家乡创办“八一农场”，承包荒山植树
造林。 可种下的树苗10年内也不会有收
成，每年还需苗木培育、肥料、人工等开
支20万元以上。从2010年开始，王志强
一边造林，一边进行林下养殖。头3年养
土鸡， 把鸡蛋送到超市、 小区或机关食
堂。

王志强考虑到，“八一农场” 设在高

山上，远离民居的环境，如果放养土猪，
让人们吃到有“儿时味道”的猪肉，肯定
有收益。他放养土猪不喂饲料，每天让猪
跑到山上吃草、拱泥巴、戏耍追逐。傍晚，
猪回猪舍后喂一些芭蕉叶、 南瓜、 红薯
等。这样养的猪，出栏时间一般在10个月
以上，每头最重也不到100公斤。但猪肉
肥瘦相宜，味道鲜美。王志强将漫山遍野
觅食的猪称为“高山跑猪”。去年4月，他
成功注册了“高山跑猪”商标。

王志强把猪活动的视频发到微信朋
友圈，利用微信卖猪肉。起初，有些人不相
信他的猪肉真有那么好吃，王志强就实行
“先吃肉，后付款”。王志强说：“到现在，还
没有一个客户赖账的。”2014年11月，江苏
昆山一位姓李的客户吃了“高山跑猪”肉
后赞不绝口，竟和朋友一起来到“八一农

场”，实地参观。然后，他到朋友圈发信息，
帮王志强打开了江苏、上海的市场。王志
强的微信朋友圈由起初不到100人， 发展
到了现在的5000多人。在今年猪肉市场较
低迷的情况下，“高山跑猪” 价格不降反
升，每公斤上涨了10余元。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益阳市委书记瞿海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 谈益阳农业供给侧改革时说：
“王志强养‘高山跑猪’，别人家的猪销售
困难，他的猪还没宰杀就被客户订走了。”

除了养“高山跑猪”，王志强还联合当地
村民，组建了桃江上半山林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八一农场”现在
一年提供就业岗位20多个， 支付劳务工资
50多万元。目前，农场已栽种油茶347亩、杉
木30余万株。王志强先后被评为省新农村建
设杰出人物、益阳市创新创业典型等。

“旅游+”打造魅力苗乡
城步上半年接待游客、实现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均逾50%

“精品化”做优农业品牌
资兴3个产品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咬定实现整体脱贫和全面小康目标
株洲背水一战
踢好“临门一脚”

两省4县7镇联手
湘赣边严打整治“百日行动”启动

“换心”十三载，李敏携儿回“娘家”

“陈书记是累倒的”

“高山跑猪”跑赢市场

永州为学生书包
减负一个亿

� � � �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艾志飞 ) 永州市纪委和市教育
局日前决定， 对全市中小学违规征订教
辅材料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并确定双牌
县和22所学校为重点解剖县、校，明确今
年全市秋季教辅材料征订总额要减少
1.02亿元。

“对今年秋季学期再发生违规征订
教辅材料问题的学校校长， 一律从严查
处，并追究各县（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主要负责人的主体责任和纪检组组长
的监督责任。”永州市中小学违规征订教
辅材料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要求， 教育
部门要严格遵循“一课一辅”原则，科学
制定教辅材料征订目录并统一下发；各
中小学校按照“公示公开”要求和“规范
流程”组织学生家长订阅；各县（市、区）
教育局要加强征订环节监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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