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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村民在表演自编的舞蹈《阿哥阿妹》。当天，桂阳县浩塘镇扫村举行迎新春
联欢会，15个由当地村民自编自演的“乡土”节目，赢来阵阵掌声。

欧阳常海 肖井冬 摄影报道

!"#$
%&'( !#$)*!

! ! "# "# "$ "$ %&'()*+,-.
/01() 23456(789:;<=>?%&
'@ABCDEFGCDH+DI+DJ+DK+DL
+DMN+O % PO4:;QR(789>STO
4U(7VWXY>Z[\]U(7^_^`<=
abcdefg <=hij%&'klmnop(
7qUrstu> vwj #& xy(f01z{|
}~�����D����D����D(��D��
�QR(789�

! ! "# "��>�01(f 2345� <=�
ij%&'�@�BC_%&'H+� %&'kl
mnop(7q�q����D�?�>����
� ¡�¢>%&'(f*+,£¤¥¦§��i
(789:;<=¨©� :;<=hijO4ª«
]U¬®¯>r°±+²(7)³U01´µ¶
ja3H·U¸¹� ����H.º»j¼jO4
(7©½�¾¿.ÀÁ>ÂÃÄjO«]U(7Å
Æ>ÇÈ:;UÉÊ(78ËÌÍÎO4aÏÐÑ
Ò(7<=g

ÓÔ�>%&'klmnop(7qÕÖ(f
H×ØÙÚ]HÛÜ.(f01ÝÞ>ßàáâ_

ãä01<=>ßàåæ��¾çè¤DéêëDì
íuîïÒU²°01)³6UïÒðñ>òóô
Ï(7f³ï.ØÙ>õsö÷aeU01z{|
tu%&'01øù� %&' "&!% Ôúûüý(
7f³ "'(( þy>ö÷()01zÿi !$"%'"! x
y>É!01z�"|#>{"|#>$%&{|%
#ì'D(¿)*DkløùD+,-./zD07
ÎOD1232D4563ÎD789:3Î�e;
-<01øù>=Öor6#>?� "+ ,#

! ! "% "��>@A'()*+
,�jHBÔCCDEF> GH�H
I()JKL/+++�)³� MØÙ
6 NO>P³Q+ ) xyH�F�Z
6RSTUU> ÉI)³VWUG}
XU>YUXZ[G;U�

!!"#$"%&'(
\j¼>ÉBÔCCD]^>_I

@`ab�^c«de>GWUf()
ghi}XU)³>YU ! ! ") "f
@A'H°jkl}XjHmZ[>
no¶HI;pU()JKL)³>
ZGqrjÉsÏ¿�

^c«tuvw/xyLarFz
{Ñ,>|{}~>��iX�Z[V
¶É�ÏU¿��"�+óCF>xy
{���H��EFj�!&&& yÕ�
�éÕòó��EF>{��>WóÉ
�rF���()+,EF� �

�|Fz��> ^c«r�Ð�
�%���� GÑ�tÐvw/|WU
v���G]> ��G]<����
z�� >¡¡� �

XZ[?¢�<r;()JK
L)³£ ¤�>¥�^c«Ï¿UU

H¦/§¨©Ù�� ªFC«�¬¶
®0¯f3.°±ü<=y>S²
jÕ³/́ �H��U�µ>S?;p
()JKL)³� G]Ä+()JK
L/¶L¶+¶E�U·¸>¹ºÚé
Õf»¼+qrÏ¿� ½¾>¿|À
IJKL)³U})Áz�¶ "&*
$Ù?()01z{|-<01ø
ù_(7øùUïÒ>É|�|G]
?-<01øù_(7øùUïÒ
ÂÃjHssÄ�

)*+,!-./*"

^c«Åij���H�EF>
ÉU()JKLÆaU°ÇEF�
µÈÈÈ��ÉÊ + twÊ + ËêÌÎ
EF� +FÚÍÎ�LÑ()JKL
)³EFÏÐ.�ÏÑÒ)³W<Ó
ÔÑ>ÕÖ×Ñ��ÉÊDtwÊØË
ê>�H�.�ÏUEFIÙÚ>ÛÜ
Å�¸ÝEF>òóÞßàá¸âÖ>

¶éà¨CãFzÒ!&&& yÖÕ�Ñ
UÌÎEF> Fz$Ì=3äåæE
FçèéUêè�

ëà> ()JKL¿|³o¾û
ìíDáîïðíÏ>ñ¶/¶L¶+
¶E�Uòó>ô�õij-<Q¨6
öU�h� ÷Wøøa¨f()gh
i>VùùfúûDüý�©©¨'>
?¨©þÿ�!� å�.ù0¯|Ñ
Ò;p()JKL)³<=> ?})
Ú¥�Ï¿�"hHÅUU>ð�()
JKL/z#$%�_/z#&`�«'
³(¬�'>óÔH�/)*��+,
-Q�ñy.� "- .#

!"!"#$%&'( #)*+,
!"#$%&'( )*+,-'./0123456

!"#$%&'()*+ !,-./

/01$23#$ 4567%#89:;<=
>45/01?@AB&

! "
!"#$%&'()*+,-./01234567&

89:;!!"#$%&'()*+,-./0123
456789:+;<=>?@=ABCD,EF&'GH
IBCJKLMDNCO

<=>?!!"""#$%&'"()"&*!@ABC1D!))+*++()
, , , , EFGHIJ!-)(&P *Q ()R

KL!STUVWXYZ[\]^_^`a .b /(.c
MBIJ!-)(&P *Q (*R
MB<N!()*+,-d/012efT-gh

!"#$%&'()*+,-./01
234,56789:;<! =>?@A!

!"#BCD"&EFGHIJKLMNO#!
!"OP%&Q()*+,-.RS7&

89:;!!"i$j&'()*+kl-dg012
3456m89n+;8o>?@opBCD,EF&'q
HIBCJKLMDNCO

<=>?!!)))&$-&0)/))11!@ABC1D!))*10*0&
, , , , EFGHIJ!/221P /%Q 2R

KL!fTUVWXYr[stuv *))w
MBIJ!%)/2P /Q %+R
MB<N!()*+kl-dg012eST-gh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1月30日 星期三
经济·文教 18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见习记者 唐
璐 通讯员 陈志群）小小菜篮子，牵动百
姓心。春节临近，记者今天实地走访长沙
市部分大型超市和农贸市场，发现蔬菜摆
放整齐有序，肉食品品种繁多，熟食区、蔬
菜区、海鲜区严格区分，各类食材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现场消费者人来人往，充满
了浓浓年味。

采访中，市民表示感觉价格基本没有
太大变化。 长沙市商务局监测的数据显
示， 目前长沙3大蔬菜批发市场蔬菜日均

交易量为2000万公斤左右， 批发均价为
3.2元每公斤,市场运行平稳，价格整体波
动幅度不大。

“春节期间，蔬菜价格会有惯性上扬，
但是上涨幅度不会超过10%。” 海吉星蔬
菜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春节假
期，3大蔬菜批发市场采取一系列有效保
供措施， 推行流通领域动态储备制度，确
保蔬菜供应和储备充足。

另外， 长沙市肉食市场供应基本稳
定， 长沙市屠宰场放心肉上市量为日均

5000多头，收购均价11
元每公斤左右, 批发均
价15元每公斤左右，可
充分满足市民需求。

长沙市商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为确保
春节期间重要商品市
场供应不出现断档、脱
销现象，该局将密切关
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
求和价格变化情况，并
建立应急响应机制，视
情加强重要生活必需
品调运供应。

外国留学生长沙过“小年”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张炯

宇 尚蕾）为了让寒假留校的外国留学生能够更好地体
验中国传统春节文化， 长沙医学院今天特地安排了温
馨祥和的留学生集体小年团圆饭。来自美国、英国、巴
基斯坦、 尼泊尔等2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与教师欢聚一
堂，过“小年”。

在现场，教师们通过现场教学，开展手把手教授留
学生编中国结、写对联、写福字等极具中国年味的文化
体验活动。 印度籍留学生GANGADHARAN� NIS-
HANTHI� PRIYA（中文名宁珊）说：“能够体验传统的

‘中国年’， 感觉特别的新鲜。” 埃塞俄比亚籍留学生
SABIER� HIDAYA� SULTAN（中文名魏南）说：“中国
过春节很有趣，老师们会在微信群发红包，抢到象征好
运的红包很开心。”魏南表示，会把吃小年夜饭的照片
发给家人，让他们也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到省少儿图书馆
过“童趣书香年”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周丽
丽）新春知识竞赛、吉祥包DIY、写楹联、踢毽子……今
天，湖南省少儿图书馆“迎新春·童趣荟萃”文旅惠民系
列活动开幕。

“正大光明牌匾悬挂于故宫的哪个位置？”“‘五谷
丰登’指的是什么？”一群孩子将新春知识竞赛的场地
团团围住，主持人话音刚落，他们便争相举手抢答。长
沙市东郡小学三年级学生卢盛谦接连答对两道题目，
他笑呵呵地说：“我很喜欢知识竞赛，大家一起参与，增
长知识又好玩。”

春节期间， 省少儿图书馆针对少年儿童将推出多
个活动。1月31日至2月19日，中国年俗文化展以“赏年
俗·品书香”为主题，用诗、书、画介绍中国年俗文化；2
月15日至17日，专业教师将为孩子们讲读经典绘本、双
语科普绘本，带领他们画出经典书本中的人物和景物。
同时，该馆还将在官方网站推出中西传统节日大碰撞、
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大闯关、听书答题等活动，线上线下
齐欢乐。

《张家界·魅力湘西》
首次亮相尼泊尔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吴勇兵）

1月29日，张家界魅力湘西艺术团结束对尼泊尔为期一
周的“欢乐春节”访问演出后回国。这是张家界民俗文
化首次亮相尼泊尔。

该演出团成员共22人， 演出节目包括荣登央视春
晚的《瑶族·追爱》、特技表演《飞刀》、《狂野茅古斯》、侗
族《激情合拢宴》、舞蹈《相爱山水间》和土家族《哭嫁》
等，全景展现了湖南湘西的浪漫、神秘、激情和快乐，赢
得满堂喝彩。

作为张家界文化旅游主打名片之一，《张家界·魅
力湘西》问世18年来，已累计演出7000多场，接待海内
外观众1500多万人， 先后获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国家文化品牌三十强”“中国旅游演艺票房十强”

“中国旅游演艺机构十强”等荣誉。
据悉，2014年至2018年，《张家界·魅力湘西》先后

出访意大利、马耳他、捷克、伊拉克、俄罗斯、白俄罗斯、
乌克兰等多个国家开展“欢乐春节”文化展演艺术交流
活动，向外展示了张家界魅力湘西少数民族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1月24日，丽日当空，双牌县尚里仁
乡卿家巷村的大棚果蔬采摘园里， 火红
的草莓星星点点， 采摘草莓的人们一拨
接着一拨。

采摘园的主人、 村民贺海蛟满脸堆
笑， 一边热情地招呼顾客， 一边对记者
说：“我们这些无技术无资金的贫困户能
成功脱贫摘帽，全靠党的‘精准扶贫’政
策好。”

贺海蛟今年51岁，妻子钟小金48岁，
上有81岁的老父亲， 还有两个孩子。过
去，贺海蛟两口子没技术，家底薄，只能
在家里种几亩薄田， 空闲时外出干点粗
活、重活，勉强糊口，成了村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
2015年，湖南女子学院扶贫工作队进

驻卿家巷村。不久，扶贫工作队找到贺海
蛟夫妇， 建议他们发展大棚果蔬采摘园。
贺海蛟动了心。然而，经过思前想后，他还
是打起了“退堂鼓”，他说：我一不懂技术，
二不懂市场，三没依靠，要是亏了怎么办？

了解到贺海蛟的苦衷，扶贫工作队安
排他到广西兴安县葡萄、草莓种植专业合
作社学习，到湖南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拜
访专家。他非常珍惜学习机会，认真向专
家请教， 如饥似渴地学习大棚种植技术。
2015年底，贺海蛟学成回来后，扶贫工作
队又帮他争取到了国家扶贫信贷资金的
支持。2017年， 贺海蛟在村里流转20亩土
地建大棚，种起草莓、西瓜和葡萄。

然而， 贺海蛟刚开始并没有听从扶贫
工作队的建议。为了节省成本，他没有请专
业人员搭建大棚，以至后来，眼看就要收获
的草莓因为大棚倒塌全部损失。 他还想当
然地把葡萄苗套上塑料袋进行药物除草，
导致葡萄苗受到严重药害。同时，由于对市
场预计不足， 贺海蛟没有种植省农科院专
家推荐的西瓜品种，而是种植甜瓜，种出来
的甜瓜没有卖相，结果也无人问津……

初次创业失败， 贺海蛟损失惨重，后
悔不已。然而，扶贫工作队仍帮他分析失
败的原因，并帮他申请信贷支持，重建大
棚，还请来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教
授指导，保住了大部分的葡萄苗。还召集
到村里开展“三下乡”活动的学生义卖甜
瓜，帮他挽回了部分损失。

痛定思痛，贺海蛟从此严格按照专家
的建议搞生产， 认真实施有机栽培技术。
不久，红火的鲜草莓成熟了，西瓜不但卖
相好，还特别香甜。扶贫工作队又发动广
大爱心人士，通过互联网、微信等，推介贺
海蛟种植的草莓、西瓜。大家纷纷前来采
摘，贺海蛟的草莓、西瓜价也“水涨船高”，
草莓每公斤售价在25元以上。

从此，贺海蛟一家的生产生活迈入了
良性发展的轨道。2017年， 贺海蛟一家实
现综合纯收入10多万元。“脱贫不是梦，实
现小康才是我们的梦想！” 贺海蛟充满信
心地说。2018年，贺海蛟和村民一道，扩大
生产规模，并乘上“中国社会扶贫网”的快
车，把农产品销到全国各地，收入节节高。
村支书秦递国介绍，2018年， 全村人均纯
收入接近9000元。

贺海蛟心中的发展蓝图已经构画得
更加清晰：发展葡萄加工，争取今年建起
新房，3年内买新车……

草莓红了，日子甜了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金山 阳新 邓诗婕

1月20日， 雁城衡阳寒气袭人。“特种
水果之乡”衡南县泉溪镇喇叭堰村，十多
座连成片的黄泥土山头上， 无核冰糖橙、
大雅柑、沃柑等数种特种果树和果苗随风
摇曳，一派生机勃勃。

村党总支书记刘安生介绍，为了脱贫
致富，近3年，他与村支两委一道，带领村
民发展特种水果产业。至2018年底，9个村
民小组共流转开垦荒山面积3100多亩。其

中，无核冰糖橙挂果面积700多亩，年产优
质冰糖橙35万公斤左右，村民仅此一项获
利200多万元。

“3年后将全面进入丰果期，村集体经
济收入每年可增加10万元以上。 届时，村
里的1万多亩果园， 将变为绿色银行。”刘
安生信心满满。

喇叭堰村地貌主要以紫色页岩和黄
土为主，日照充足，降水充沛，适合种植水
果。村里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78户194人，
目前已脱贫52户141人。

过去， 村里经济主要是“稻谷加稻

草”， 村民以外出务工为主。2016年前，该
村村民年收入5000元左右。

为了带领群众致富， 壮大村集体经
济，2016年8月，刘安生主持召开党员村民
代表大会，提出大力种植大雅柑、沃柑，走
“一村一品”产业发展之路，力争5年内建
设万亩特种水果基地。

刘安生首先发动村民搞示范。80多户
“先知先觉”的村民，在300多亩土地上，连
片种植3万多株大雅柑、沃柑。县移民局给
予210万元资金支持。目前，这3万多株大
雅柑、 沃柑果苗已长成一米多高的果树，

预计2020年每亩果树可产果2000公斤左
右。“按目前的市场价计算，亩均收入可达
3万元以上。”

示范带动，全村9个村民小组310户村
民积极响应。刘探元、朱传清等24户贫困
户共种植大雅柑、沃柑70多亩，预计2020
年挂果后， 每户贫困户年均可获纯收入3
万元以上。

水果种出来，还要卖得出。2016年底，
刘安生先后3次赴桂林， 动员在外打拼多
年的老乡罗国强、罗国芬兄妹回来办水果
加工公司。2017年1月，罗氏兄妹从广西桂
林返回家乡，创建衡南县永富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公司一边发展规模种植，一边开
展产品销售和深加工。喇叭堰村特种水果
产业走上了更广阔的道路。

喇叭堰村果飘香

春节期间长沙市民
“菜篮子”保障充足

乡村春晚

� �子面，脱贫面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谢定局 付春龙

1月26日， 洞口县月溪镇管竹村年味
渐浓。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回来了，大家吃
着 子面，聊着各自见闻，其乐融融。

30岁出头的青年左树飚忙着将新生
产的 子面装车， 发往设在县城的专卖

店。他是村里食品公司负责人，这两年靠
种 子、加工 子面脱贫致富。

子又称鸡爪粟、 鹰爪粟、 鸭爪稗
等，其种子可食用。管竹村位于雪峰山腹
地，是省定深度贫困村。当地山高坡陡、
昼夜温差大，适合 子生长。去年3月，省
财政厅后勤中心副主任余利辉带领帮扶
工作队驻村，开展为期3年的脱贫帮扶工

作。
余利辉看到村民们种植 子热情高，

且 子市场需求大，便帮助村民扩大 子
种植规模，以“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
模式发展 子产业。2018年， 管竹村 子
种植面积增加到300亩，产量近5万公斤。

“为了提高 子附加值，我们想了很
多办法，最初生产 子粉，后来加工 子

粑粑，现在做成 子面，价格翻了倍。”余
利辉介绍， 村里返乡创业青年左树飚投
资20万元， 创办了管竹村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该公司吸纳8名贫困群众以土地和
资金入股，加工 子面，将 子转化成特
色农产品， 帮贫困群众找到了稳定的增
收渠道。

“在村里的公司工作，工资与外面差
不多， 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照看孩子。”村
民肖钢生说。

据介绍 ,2018年，管竹村共有22户88
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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