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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乡干部王云祥
勇救落水儿童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魏小青 谢亚银)4月23日，
邵东县周官桥乡洲下桥村10余名村民
来到乡政府， 感谢乡公路养护站站长
王云祥勇救落水儿童。

4月16日，洲下桥村村民彭清民带
着自己的小孙女和邻居家的小女孩，
来到村里商店买东西。 两个小女孩跑
到商店旁的水塘边洗手时， 邻居家小
女孩不慎掉进塘中，在水里挣扎，情况
危急。

当时， 正前往扶贫联系户家中走
访的王云祥恰巧路过此地， 看到一双
小手在水塘里上下浮动， 他迅速跑到
塘边，跳进塘中，救起了女孩。

长沙图书馆
新时代学习空间开放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熊远
帆）4月21日， 长沙图书馆新时代学习
空间对外开放。

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长沙“天天见”“天天新”

“天天深”， 长沙市依托长沙图书馆总
分馆体系，在市图书馆和9个区县图书
馆、100个分馆和85个流动图书馆服
务点， 建立新时代学习空间和学习专
区， 开放新时代学习讲堂和网上学习
空间。

当天揭牌开放的“长沙图书馆新时
代学习空间”，有习近平总书记原著、原
文、图书资料1000余册、教学辅导视频
和专题数字资源数千种，供广大干部群
众线上线下自修自学，研读交流，后期
还将建设人机交互学习系统。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向云峰）“贫困户发展产业的积
极性很高， 发放的17万株茶叶苗在一周
内就栽完了。”日前，绥宁县司法局驻金
屋塘镇双飞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刘钢介
绍，今年双飞村依托县产业扶贫政策，确
定发展茶叶、光伏发电、养猪3大扶贫产
业，采取“合作社+产业带头人+贫困户”
发展模式，加快脱贫攻坚。

绥宁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
攻坚重点县。近年来，该县全面推行“三有
三定三结合”产业扶贫模式，即按照“人有
业、户有社、村有品”目标，建立“定品种、定
带头人、定利益联结”机制，走“上下结合、
长短结合、大小结合”路子。为此，县里确定

了南竹、油茶、青钱柳、光伏发电、养猪、绞
股蓝、蔬菜、杂交水稻制种、油菜等9大重点
扶贫产业， 设立了每年1亿元左右的产业
扶贫专项资金，还出台了6个指导政策。

在产业扶贫过程中，绥宁将生产布局
到村、产品规划到村、资金安排到村，确保
每个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找到一个以上
产业致富门路，并动员他们加入扶贫产业
合作社。每个产业做到一个规划引、一套班
子抓、一套政策扶、一个龙头企业带、一
套支持体系帮。同时，实行乡村自主发展
的扶贫产业与全县统筹规划的重点扶贫
产业相结合， 长线项目与短线项目相结
合，大企业、大基地与小规模、小集中相
结合，采取直接帮扶、股份合作帮扶、委

托帮扶3种模式， 让参与产业扶贫的贫困
户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劳务合作得薪金、
股份分红得股金、保底收购得售金。

目前， 绥宁已培育省及邵阳市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16家、 家庭农场228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940家。去年，参与产业
扶贫的贫困人口有42492人，占全县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73%。至去年底，全县贫困
户有9169户34771人脱了贫。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夏建军 曹俊峰 ）4月20日10时
许， 衡山县福田铺乡石东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旷正昌打开家里电脑， 进入智慧远
教综合服务云平台“绿心”土产网店，轻
轻点击几下，就把土鸡蛋、手工豆腐乳等
农副产品卖出去了，赚了200多元。在石
东村，已有6户贫困户通过“绿心”土产网
店卖农产品，去年销售收入近10万元。

近年来，衡山县充分发挥农村远教站
点功能和资源优势，强化教育培训，把远教
站点打造成为脱贫致富的重要阵地。县里
还发动远程教育示范户、党员致富带头人、

产业大户等与贫困群众结对共学，帮助他
们转变思路，拓宽致富路子。同时，鼓励远
教站点管理员、农民大学生（经过远程教育
函授取得大学文凭的农民）创新创业，为他
们提供贷款、项目申报等方面政策支持，引
导他们帮助贫困户就业等。

目前， 衡山县结成远程教育结对帮学
对子1.3万余对，举办精准扶贫专题培训100
余场次。各远教站点管理员、农民大学生牵
头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1个，带动150余
户贫困户脱贫致富。长江镇柘塘村村民罗立
人通过远教站点培训指导，创办了一家竹木
制品厂，所产竹制桌椅、竹凉席等远销东南

亚等地，成为当地脱贫致富带头人。
衡山县还先后推动农村远教站点与

淘宝网、网上供销社等电商平台对接，为
村民开设网店销售农产品提供便利，将
萱洲猪血桃、开云早白薯、店门猕猴桃、
白果黑提等品牌农特产品销往省内外。
对一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培训其
成为农特产品“网络经纪人”，让其通过
力所能及的劳动实现脱贫。

依托农村远教站点， 衡山县脱贫攻
坚取得实效。去年，该县4535名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8个贫困村出列， 贫困发生率
降低到2.2%。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胡海林 金慧莉）“感谢培训班专
家指导我搭上了‘电商快车’，我家30多
吨‘玉针香’已全部售完。”4月20日，湘西
学员张百方打来电话， 向岳阳职业技术
学院社会培训学院报喜。 借助农村电商
平台， 张百方家库存的高档优质稻销售
一空。截至目前，该校已为自治州、益阳、
常德、岳阳等地培训“贫困村创业致富带
头人”4445名，为贫困乡村点燃了脱贫致
富的“星星之火”。

2016年，岳阳职院被定为“湖南省贫

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该院采用
“基地+导师、课堂教学+跟踪指导”的培训
模式进行教育扶贫。根据学员创业需求，有
针对性地开设种养技术、农村电商、专业合
作社、农业经营管理等课程，并将课堂“搬
到”种养基地、田间地头，现场为学员答疑
解惑。学员们利用培训所学知识和技能，手
持“金钥匙”在创业路上干得风生水起。岳
阳县学员罗斌的油茶苗成活率由50%左右
提高到了70%以上； 困扰永顺县学员彭勇
多年的猕猴桃炭疽病得到有效防治，其猕
猴桃种植技术和果品产量稳步提升。

“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学员创
业致富的“领头雁”效应不断彰显。平江县
学员唐劲松因地制宜发展山区生产， 发起
创办的幕源蜂业合作社， 已发展社员50余
户，建设基地10多个，去年养蜂收入达21万
多元，每户分红4200余元。据统计，近年来
岳阳职院涉农培训带动了1388户农民加入
合作社创业，产生了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

目前，岳阳职院已构建一套“集中授
课、专题辅导、实践操作、观摩交流、跟踪
服务”的培育体系，提升了培训实效，成
为全省扶贫培训4个“零投诉”单位之一。

怀化获评“全国十佳
生态文明城市”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陈宁)4月21
日， 在北京举行的2018美丽中国———生态城市与美丽乡
村经验交流会上， 怀化市被授予“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
市”称号。

此次活动由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论坛组委会主办。
近年来，怀化市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绿色发展理念，全方位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实施碧
水、蓝天、绿地、静安、洁净、节能减排、环保能力、环境宣
传“八大工程”，实施“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战略，积
极做好“生态+”文章。同时，深化改革、加快创新，不断完
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从严抓好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

去年，怀化市13个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平
均达到91.3%，比上年提升6.7个百分点；14个交界断面地
表水Ⅰ类至Ⅲ类水质达100%，14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100%。

甘泉进村
村民乐

张正吾 周琪国

“以前我们这里缺水，交通不便，通过
农业综合开发，送来了一渠清亮、甘甜的
泉水，路也修好了。今年，我们要撸起袖子
大干一场。”4月25日， 在桃江县修山镇莲
盆嘴村湘鳗水产有限公司养殖场，公司负
责人符俊梁高兴地说。

修山镇坐落在秀丽的资江岸边、羞女
山下，距桃江县城约10公里。这里泉水清
亮、甘甜。近年来，当地政府围绕优质泉水
做文章，发展绿色产业。但当地水利设施
年久失修，水渠渗漏淤塞严重。去年10月，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将该镇莲盆嘴等4个村
列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村， 投资1618万
元，以整修干渠为重点，改造低产耕地，建
设高标准示范农田1.2万亩， 让当地村民
高兴不已。

莲盆嘴村支书符耀庭说，通过整修干
渠，村里引来羞女山的泉水，吸引许多客
商前来投资兴业，开发建设了蔬菜、鳗鱼、
葡萄等4大特色产业基地。 用羞女山泉水
种的蔬菜更鲜、葡萄更甜，养的鳗鱼肉质
鲜嫩味道好，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目前，
全村已发展鳗鱼、 蔬菜等种养项目2100
亩，今年村民人均可增加纯收入2000元。

桃江县农开办主任刘瑛介绍，在修山
镇农综开发项目区， 目前已改造山塘11
口，开挖疏浚衬砌干渠29.49公里，硬化道
路7.28公里，新增和改善农田灌溉面积近
2万亩。项目完成后，一年可增产粮食99.5
万公斤、油料1.688万公斤。

快递员“化身”消防宣传员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彭琳芳）

“火灾无小事，这个小印章的提醒有意思。”今天，双峰县
胡平女士签收包裹时，发现包裹盒子上盖了一枚写着“火
灾逃生命为先， 切莫贪图物和钱” 的消防安全提示语印
章。

为让消防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双峰县公安消防
大队近日联合顺丰、圆通等快递企业，以“关注消防，平安
你我”为主题，共同开展了快递员“消防宣传公益使者行
动”， 将消防知识刻成印章投放到各快递公司的集散中
心，统一印到快递盒和快递单上，再由快递员“化身”消防
宣传员，送到市民手中。

据统计，该县加盖消防提示标语的信件、邮件、快件
包裹单日均覆盖2000余用户。市民只要接收到快递，消防
常识就会映入眼帘。

全面推行“三有三定三结合”

绥宁县 产业扶贫拔穷根

结对共学开网店 坐在家里卖特产

衡山县�远教脱贫显身手

点燃贫困乡村脱贫致富的“星星之火”

岳阳职院 培育致富“领头雁”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胡登美 唐耀东

“咔嚓咔嚓……”4月25日，双牌县打
鼓坪乡黄土岌村90岁村民姜子佑家，一
名中年妇女手持剪刀上下翻飞。 不一会
儿，姜子佑的头发整齐，面容干净，一脸
精神。 姜子佑乐呵呵地告诉记者：“20多
年了，一直是马凤嫒给我免费理发。”

马凤嫒是打鼓坪乡河源村村民，今年
48岁。1994年，马凤嫒学会了理发，在打鼓
坪乡集市上开了一家理发店。不赶集的时
候， 马凤嫒就到各村为大家理发。 当年9
月，马凤嫒来到黄土岌村，突然，她看到一
名70多岁的老人头发凌乱、 满脸胡子拉
碴。马凤嫒很好奇，打听后得知，他叫姜子
佑，是一位孤寡老人。马凤嫒来到姜子佑

家，只见他家里乱糟糟的，立即动手给他
打扫卫生，还给他理了发。从此，马凤嫒隔
三差五来到姜子佑家，给他理发、打扫卫
生，买些日常生活用品送给他。在她的照
顾下，姜子佑仿佛都变年轻了。

从那时起， 马凤嫒给自己定下一个
规矩：免费给五保老人、低保户、孤寡老
人、60岁以上的老人和困难群众理发。马
凤嫒的邻居们向记者介绍，一开始，不少
人私下里议论：“哪有干活不要工钱的？
她肯定有什么目的。”还有人问她：“你给
那些卧床的老人理发时， 受得了难闻的
气味吗？”马凤嫒的丈夫唐世勇也特别不
能理解，两人经常为此闹别扭……对此，
马凤嫒从不争辩， 她只是平淡地回答：
“我只把卧床的老人当成自己的父母。”

一晃20多年过去， 人们的质疑声越

来越少，丈夫唐世勇也理解了马凤嫒。当
地群众都知道打鼓坪乡有个爱心理发
师， 连邻近道县的不少贫困群众打听到
她在哪里理发，也赶过去请她理发。马凤
嫒不但不收费， 还剪得特别认真。 到目
前，马凤嫒先后为五保老人、孤寡老人、
贫困群众等义务服务万余人次。

马凤嫒的家庭负担重， 全家7个人吃
饭，但她在为大家免费理发的同时，还力
所能及地帮助贫困群众、 寒门学子。2013
年， 打鼓坪乡小榔头村年仅8岁的谢某因
父亲突然患病去世而面临失学。马凤嫒得
知消息后，立即赶到谢某家，把谢某送回
学校，帮助至今。去年，该乡打鼓坪村独居
老人陈文突发疾病。马凤嫒闻讯后，及时
把他送到乡卫生院治疗，每天把热饭送到
陈文床头。

大山里的爱心理发师老百姓的故事

备战防汛抢险
4月25日，渠水河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水域，民兵驾驶冲锋舟进行救援应急演练。最近，该县组织民兵应急连开展冲锋舟编队

搜索、孤岛施救、定点打捞等水上抢险技能训练，确保出现险情时拉得出、用得上。 刘杰华 李旭 摄影报道

长沙“扮靓”五一广场商圈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郑旋） 拆除楼顶广告牌

匾，露出建筑天际线；清理维修破损路面、管网，行人路上
更加安全；修剪美化主干道绿植，打造养眼商业街景……
当前， 长沙五一广场商圈及周边正在持续开展环境综合
整治。预计5月底之前，这张展示省会城市形象的“名片”，
将焕然一新。

五一广场是长沙核心商圈，黄兴中路、解放西路等繁
华路段人流量大。路边密集分布的百货大楼、高悬着形态
不一的广告牌匾，不仅影响城市整体环境，而且给市民出
行带来潜在安全隐患。日前，长沙城管部门出动数名执法
队员和一台大型机械吊车， 对黄兴中路桔子水晶酒店大
型户外广告牌匾及附属支架等设施进行拆除。 天心区城
管执法大队坡子街中队副中队长王新俊介绍， 王府井百
货楼顶广告牌由于超过天际线，也将于近日启动拆除。

青年歌手刘剑
获全国声乐金奖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杨卫星 吴
礼仁）4月23日， 从娄底市音乐舞蹈家
协会传来喜讯， 在由中国少数民族声
乐学会主办的“向经典致敬”首届全国
声乐展演比赛总决赛中， 涟源市青年
歌手刘剑脱颖而出，一举夺得金奖。

刘剑1995年考入山东省艺术学
院， 师从老一辈著名歌唱家韦有琴教
授，后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得到金铁
霖教授等诸多名家指点， 现为湖南省
当代音乐促进会会员， 被湖南省歌舞
剧院特约为独唱演员。

刘剑声乐基础扎实， 歌声甜美脱
俗，极具艺术感染力，是颇受歌迷喜爱
的实力派歌手。2012年主演歌剧《江
姐》，2013年与湖南省交响乐团合作举
办了个人演唱会。

德国汉诺威常德中心开业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邵可星

高世杰）德国当地时间4月23日下午，汉诺威常德中心开
业仪式在德国汉诺威市政厅举行。 这标志着常德和汉诺
威两市全方位开放合作迈出新步伐。 汉诺威常德中心将
成为常德在德国乃至欧盟地区招商引资、 经贸合作的重
要窗口。

常德市与汉诺威市已有10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两
市在城市水治理等具体项目合作中建立了充分信任和深
厚友谊。设立汉诺威常德中心，旨在更好地落实省委、省
政府“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以开放姿态推进常德

“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战略，推进常德“德国工业园”建
设，加强常德与欧洲各国的联系与经贸往来。

汉诺威常德中心是常德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在
德国汉诺威市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将为促进和服务包括
国际贸易在内的文化、 教育和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作
出努力，并引进德国投资者来常德投资兴业，进一步建立
两市常态化的互访机制。

德国下萨克森州议员科普夫女士和汉诺威市副市长
赫曼先生均对两市的深度合作充满期待。

长沙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落户天心区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陶芳芳 周密）长沙市天心经开
区今日透露，规划总面积约200亩、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
方米的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已落户天心区。

目前，长沙市、天心区、天心经开区三方联动，成立了
中国（长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筹建工作领导小组，计
划用3年时间，力争建成全国一流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基
地，形成强大辐射磁场，为湖南乃至中部提供人力资源服
务。

该产业园地处长株潭商圈中心，距地铁站、城铁站不
超过200米，商业配套、生活配套完备。产业园将按照“一
核四区”的总体规划布局，其中“一核”为占地20亩的湖南
人力大厦，打造国内知名的人力资源机构和企业集聚区；

“四区”为综合配套区、公共服务区、企业孵化区和信息服
务区。在推进“一核四区”建设的同时，还将同步推进占地
150亩的湖南人才广场建设。根据发展规划，到2025年，长
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将吸引企业集聚200家，引导产业
规模达到3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