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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
讯员 李剑财）“安乡15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项目有5个已开工， 其他项目天晴后进场施
工，确保按质按量完成任务。”今天，安乡县
易地扶贫搬迁联席办负责人高仁国告诉记
者。据了解，常德市今年55个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已陆续开工。工程完工后，该市8700余
贫困人口将拎包入住，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
大改善。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重要工程。常
德市今年安排了55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每
个集中安置30户以上，交由省建工集团承建。

该市提早谋划，抓实、抓细相关工作。这些项
目分布在桃源县、汉寿县、澧县、临澧县、安乡
县和西湖管理区6个县、区，各地编制了详细
的实施方案， 共计划建设住房面积21.76万平
方米，总投资5.22亿元。目前，征地拆迁、地质
勘探、 三通一平与施工图纸设计等前期工作
已陆续完成，省建工集团已进场施工。

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中，常德市聚
焦后续脱贫， 扎实做好搬迁户后续帮扶工
作，强力推进产业和就业扶贫，确保贫困群
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考虑到贫困户后
期脱贫，今年该市55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均

选址在县城周边或中心集镇、产业园区周边
以及配套设施较完善、 产业基础较好的乡
镇，有利于贫困户就业和发展产业。该市还
注重管好用好资金， 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安
全合规；强化“红线”意识，加强政策执行，加
大督促检查力度，严格施工图审查，确保建
筑面积、自筹标准等符合国家政策要求。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通讯员 刘刚贵
肖潇 记者 杨军）5月31日，安化县柘溪镇广
益村贫困村民李岳飞在挖家里种的中药材
贝母，准备卖给镇上的益生中药材种植合作
社。他家种了2亩贝母、白芨等中药材，今年
收入预计有2万多元。李岳飞说，明年还要扩
种中药材，争取早日奔小康。

安化县是特色中药材扶贫项目县。近年
来，该县以政府引导、企业帮带、贫困户参与
的方式，以中药材种植为基础，大力发展中
医药健康产业， 拓宽贫困群众稳定增收渠
道。目前，全县中药材种植总面积已达23.8
万亩，其中贫困户种植6000多亩，整个中医

药健康产业已帮扶1万余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安化县有各类中药材263科1277种，其
中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药材品种27种，是
“湘中药库”“中国厚朴之乡”和“全国黄姜
产量第一县”。该县将种植中药材、发展中
医药健康产业， 作为精准扶贫一项重要工
程来抓。去年，县里成立了中医药健康产业
领导小组，整合2200多万元扶贫资金用于
产业发展， 引领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源同步
跟进。据统计，去年，全县新增中药材种植
合作社和企业77个， 新增中药材种植面积
4.2万亩， 现种植大宗中药材厚朴12万亩、

杜仲3万亩、玉竹3万亩、黄精2万亩、五加皮
1万亩。同时，培育了一大批以中药材加工
为主的本土企业，成大生物、博瑞新特药、
金厚生物等中医药加工规模企业年创产值
达到1.87亿元。

安化县还因地制宜，选择一批符合当地
资源特点与产业导向的中医药健康产业扶
贫项目加以重点扶持，确保产业扶贫取得实
效。去年，经合理布局、精心选择，全县共实
施中医药健康产业扶贫项目16个，帮扶44个
村贫困户共计11149人。今年，准备将湖南上
药、 滔溪鹅毛山等5个实体项目纳入全县产
业扶贫项目，计划帮扶贫困户2190人。

易地搬迁断“穷根”
55个项目陆续开工，8700余贫困人口将拎包入住

常德

健康产业治“穷病”
帮扶1万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安化

5月31日，沅江辰溪县火马冲镇河段，冲锋舟编队展开抢修救援演练。当天，怀化市2018年防汛抢险暨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演练在辰溪县举
行，进行了冲锋舟和皮筏艇水上编队、拦截失控船只救援被困船员、地质灾害应急转移救援3个科目的实战演练。 杨剑 郭泽华 摄影报道

防汛抢险演练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我……爱……我们的家……”5月22
日，双牌县财政局家属区院内，周建平一字
一句地说。他的妻子、双牌县财政局驻县公
安局委派会计唐艳站在一旁，一脸欣慰。

1999年10月8日，周建平在双牌县泷泊
三小组织的篮球赛中不慎摔了一跤，当即深
度昏迷。经永州市中心医院检查，颅内出血
100多毫升。手术做了将近7个小时，期间3次
病危。手术后，周建平每天发烧39度，只好转
院到湘雅医院就诊。这时，周建平的女儿刚
满3岁。

为给丈夫降温，唐艳买来冰块，用毛巾
包裹着放在丈夫的头、腋窝、大腿等部位。周
建平身上有胃管、导尿管、氧气管、输液管等

五种管子，还做了气管切开，随时需要吸痰。
见护士忙不过来，唐艳向她们请教，学会了
吸痰，防止丈夫被痰卡住窒息。

“当时，医生、领导、朋友都建议我放弃。
并告诉我，丈夫可能会成为植物人。我也痛
苦过、迷茫过，可我觉得，哪怕有一丝希望，
也不能放弃！” 唐艳说。 为了让丈夫苏醒过
来，唐艳经常俯身对丈夫讲他们恋爱的甜蜜
往事，用录音机播放女儿的声音。周建平受
伤的第75天，唐艳借同病室病人的手机给婆
婆打电话，周建平突然流泪了，嘴巴噏动。周
建平终于醒了过来！

周建平虽然醒了，但他如同一个新生婴
儿，什么都不会。唐艳和家人不厌其烦地教
他说话、吃饭、走路……周建平学走路时，要
两个人一左一右撑住他的胳膊，一人从他身

后护住他的双膝。唐艳则跪在地上，抓着丈
夫的双脚一步一步往前挪。为了教会丈夫吞
咽， 唐艳用消毒纱布包着剥了皮的葡萄，让
他从学会吮吸开始。

除了照顾丈夫，唐艳还要上班，照料女儿
和公公婆婆。好几次，女儿半夜发烧，她不愿
惊动大家，自己悄悄送女儿到医院就诊。前不
久，婆婆因腰椎间盘突出，不能行走，手术后
在县人民医院住院20多天。唐艳天天两头跑，
无微不至地照料婆婆洗头、 睡觉， 服侍大小
便。忙完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家，照顾丈夫。

18年的精心照顾，周建平的病情有所好
转，能摇摇晃晃地站立行走了。唐艳就经常
扶着丈夫出门晒太阳， 帮助他练习独立行
走。唐艳说：“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在
一起，再苦再累也值得。”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
洋桂 通讯员 李飞）5月30日，中央文明办发
布5月中国好人榜， 石门10名教职工因义务
为重病学生上门送教而入选。

这10名教职工是石门县皂市镇中心学
校的9名教师与1名司机，自去年9月起，他们
轮流为重病学生杨帆义务送教， 使杨帆心情
愉悦、学习进步，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杨帆是皂市镇中心学校学生， 家住皂市
镇岳家铺村。2016年3月，正就读八年级的杨
帆突然摔倒在教室里， 班主任立即联系家长
送医院医治。最终，杨帆被确诊为格林巴利综
合征。妈妈带着杨帆到多家医院诊治，但1年
多过去，杨帆的病情没有康复，连走路都很困
难。

去年下学期，杨帆吵着要上学。于是，妈
妈搀扶着女儿，来到离家10公里的皂市镇中
心学校，要求复学读书。不料，杨帆凭一己之
力，踏上一步台阶都很艰难。为此，学校决定，
安排教师为杨帆上门送教。去年9月，学校教
导处制订了“送教上门”实施方案，安排8名教
师以及学校学生心理辅导员， 轮流定期到杨
帆家中送教。 每次送教必须达到2小时以上，
送教老师返校时要带回上次送教老师布置的
作业，批阅后再由下次送教的老师带给杨帆。
送教的老师返校后要上交教案， 还要汇报学
生学习及身体康复情况。

送教上门后，杨帆变得开朗、阳光，一改
此前的自暴自弃状况，现在每天催着家人，带
她按时到野外进行康复训练。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袁光宇 曾凡庚

“谢谢黎政委，谢谢县公安局！”5月28日
下午， 隆回县职业中专17岁的女生小刘在老
师带领下，来到隆回县公安局，将两面锦旗送
到该局政委黎军等人手中， 感谢他们帮她解
决了17年的“黑户”问题。

原来，2001年5月12日，隆回县荷田乡居
民阳某某在广东东莞务工时， 发现一个被遗
弃在街边啼哭不止的女婴。出于母亲的天性，
阳某某不顾当时丈夫亡故、家里极度困难，毅
然将弃婴带回隆回老家抚养，取名刘某某。多
年来，小刘因为“弃婴”的身份，一直没有办理
落户手续。2016年， 小刘进入隆回职业中专
皮革箱包专业学习， 认识了班主任王春红老
师。 王春红获知小刘的特殊情况后， 深感痛
惜，于是就其落户问题多方奔走呼告。但根据
我国有关法规，小刘的确不符合落户条件。眼

看两年过去，2018年高考在即， 户口问题愁
坏了小刘，也愁坏了爱生如子的王春红老师。

今年4月，王春红牵着小刘，抱着“最后试一
试”的心态，走进了隆回县公安局政委黎军的办
公室。黎军当即向该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大
队长龚坚进行户政政策咨询，并嘱咐龚坚一定要
“特事特办， 想尽一切办法为孩子解决户口问
题”。事关孩子一生，龚坚立即组织民警，对小刘
落户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会同其居住地派出
所民警去村里、 学校等处调查核实情况， 采集
DNA信息，同时积极向市局、省厅反映情况，争
取政策支持。在各方积极协调努力下，根据我国
新修订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
意见》精神，前不久，小刘终于办理了落户手续。

第一次拿到梦寐以求的户口簿， 小刘抱
着王春红老师喜极而泣。“黎叔叔， 我一定会
加倍努力学习。等我考上大学，我一定来给您
报喜！”小刘说。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易善任）5月28日上午， 张家界市一个
救人小视频感动了朋友圈。

视频中的感人故事发生在张家界市1路
B线公交车上。当天上午7时21分许，公交车
行驶到市中心城区西溪坪街道永定大道老院
子附近时， 站在驾驶员旁边的一个穿校服的
女学生突然昏倒。驾驶员赶紧停车，来不及解
安全带，他将女学生的脸翻过来，发现其脸色
苍白，喊无应答，忙用手指掐其人中。有热心
乘客主动上前帮忙，掐女学生双手虎口穴位，
可女学生还是处于昏迷中。

“立即送病人去医院，沿路不再停车。”情

况紧急，公交车驾驶员甩下这一句话，加足马
力向市人民医院东院驶去。众乘客帮忙，将女
学生搀扶上座位。7时27分许， 公交车驶至医
院门口，在乘客帮助下，驾驶员背起学生就往
医院一路小跑。挂号、住院，等到学生班主任
老师赶来，驾驶员才悄然离去。

记者29日致电张家界市公交车公司，得
知救人的公交车驾驶员叫叶如刚， 是一名有
12年驾龄的优秀公交车驾驶员。

经了解得知， 昏倒的女学生就读于张家
界市永定区永定中学，当天因赶车太急，突然
发生反射性晕厥。因送院及时，经留院观察治
疗，已康复出院。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刘跃兵）今
天，永州市新田县万家鹅业有限公司、双牌
县乡村缘特色食品公司等16家名优特农产
品生产企业， 分别与长沙和润购物广场、长
沙万佳利超市等大型商场、超市签订供需合
同，实现产品直供。

永州市是农业大市， 名优特农产品丰

富，全市已形成粮油、畜禽、果蔬、竹木、烤
烟、茶叶、药材等7大优势产业。近年来，该市
不断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全面加强农产品产地环保和源头治理，大力
推进农产品防伪溯源体系建设，实现农产品
从基地到餐桌全程质量监管，打造了“绿色、
有机、放心”的地方特色品牌。目前，全市农

产品加工企业达4490家，创建中国名牌产品
2个、中国驰名商标6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10个、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8个、湖
南省著名商标57件、 湖南名牌产品15个。去
年，永州获批为国家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示范市。

长沙、永州两地有关人士表示，永州名
优特农产品与长沙大型商场超市成功对接，
将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让更多永
州名优特农产品进入长沙市场。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
讯员 田明时）今天中午，汉寿县55岁的徐铁
军利用在家休息时间，通过电脑上色，完成了
其创作的《移风易俗》系列漫画第22幅。

徐铁军是汉寿县政协常委、 县非遗中心
主任，自1987年接触漫画艺术后，一直坚持
业余创作， 目前已有3000余幅作品问世。近
年来，他的作品涉及反腐倡廉、打假、环保等

多个方面，形象直观、主题鲜明。为配合县里
开展的“治婚丧陋习、刹人情歪风”工作，今年
5月，徐铁军着手创作以移风易俗为主题的系
列漫画，旨在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
不办。该系列漫画计划创作30幅，目前已完
成22幅。

据悉， 这些作品将在汉寿县移风易俗万
人签名活动上亮相。

漫画倡导移风易俗

漫画/徐铁军

老百姓的故事
曾在病床上昏迷75天的丈夫，不但醒了过来，还能重新说话、吃饭、行走……

18年，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一个家

永州农产品直供长沙

为重病学生上门送教
石门10名教职工入选中国好人榜

隆回17年“黑户”女孩有了户口

学生公交车上昏倒 司机与乘客合力救援

5月31日下午，
长沙市开福区沙坪
街道竹安村， 水产
养殖高级工程师
陈新民（左二）在指
导村民养殖小龙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传技术
促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