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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县印塘乡王湘奎最近有件特别舒
心的事。他返乡创业，建立了一家名为“农
伯乐”的农机厂，因为入行不久，企业在技
术和安全等方面存在瓶颈 , 来自娄底职业
技术学院的农机专家阳尧端教授很顺利地
为他解决了诸多难题。值得一提的是，王湘
奎的工厂是一个典型的扶贫企业， 吸纳了
当地40多位村民就业； 阳尧端也是双峰老
乡，在当地政府引介下，他担任厂里的技术
特派员， 利用空闲时间为这家农机企业开
展免费技术服务。

老乡帮老乡，效果不一样。王湘奎很有
感慨：与老乡专家对接非常方便，而且沟通
起来完全无障碍。阳尧端教授说 :为家乡作
贡献，自当尽心尽力，和纯粹商业合作肯定
有所不同。

户帮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 既是对政府部门
作为脱贫攻坚主力军的有益补充， 也是对
中华民族扶贫济困、邻里相帮、守望相助传
统美德的弘扬。自省文明办、扶贫办等部门
发出倡议以来， 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户帮户亲帮亲活动， 一大批困难人群得
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 三湘大地平添
一股温暖祥和的气息。

从另一层面看，业已开展的“户帮户亲
帮亲”活动大多为捐资助学、物资捐赠、走
访慰问等形式，而智力支持、技术帮扶、项
目援建等活动还较为少见。应该说，后者在
个体帮扶这方面介入更深、后劲更足、受助
对象致富进步更可持续，堪称“户帮户亲帮
亲”活动的升级版。 据了解，双峰县印塘乡
建立了包括31名在外专业人士的 “印塘人
才智库”，借助这些老乡专家，通过“田间课
堂”“周末专家行”“主题党日”等形式，该乡
今年已组织20余批次50多名专家下村开展
决策咨询、 现场指导、 技术培训等扶贫活
动。 以亲情乡情为纽带的智力帮扶广受欢
迎、富有成效。

脱贫攻坚即将跨越重要时间节点，一
个摆在面前的突出问题就是如何确保贫困
群体稳定脱贫且不会轻易返贫。 政府部门
主导发展扶贫产业、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固
然是主要途径，以“授之以渔”为特征的个
体帮扶也难能可贵。印塘乡等地探索的“户
帮户亲帮亲”升级版值得点赞！

为“户帮户亲帮亲”升级版点赞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莫成
通讯员 田熙曦 张兵

“道路修到家门口，走起路来一脚平。”
6月14日，在古丈县坪坝镇张家村，村民

向计华提起村里的组间道路，赞不绝口。
这路，最开始可不是这样的。2016年，该

村借助精准扶贫政策， 投资修建900米组间
道路。然而，路刚修完，村民就发现宽度、厚度
都不达标，路面被雨水冲刷得坑坑洼洼，扫地
都能扫出沙子，村民意见很大。2018年，巡察
组发现问题并介入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从2018年2月开始，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委在全州8县市启动扶贫领域专项巡察，
紧盯“一条路、一口井、一栋房”等项目建设，
开展多次多轮扶贫领域巡察监督， 共发现问
题5147个， 移交线索754条， 推动立案查处
355人，追缴资金1.4亿元，规范各类资金6.7
亿元，有力保障了精准扶贫政策落地落实。

为群众“修坦途”

2018年过完年上班第一天，州委巡察组
就到各贫困村对组（户） 间道路开展专项巡
察，了解项目资金监管、工程质量和相关部门
履责情况。

3个月时间里，不管刮风下雨，巡察组天
天在路上，用眼看、用耳听、用尺量，先后走访
核查255个村和社区， 涉及项目里程1952公
里、总投资1.54亿元，发现问题121个，全部推
动整改到位。

在古丈县坪坝镇，巡察组发现该镇2700
米的组（户）间道路，竟然有800多米存在质

量问题。巡察组立即找来项目负责人，严肃责
令其整改。

整改工作当天就展开了。 村民们得知路
要返修，纷纷参与进来，既施工又监工。仅仅6
天，问题路段就全部返修完毕。

“以前晚上要打手电筒，现在抬头都敢走
了，老人、小孩出门也放心了。”张家村村民张
其生是个泥瓦匠， 平日里帮乡亲们做些建房
装修的活，“路修好了， 建筑材料可以直接运
到家门口，不用再肩扛手提，方便多了！”

为村民“送甘泉”

“这次巡察为我们送来了‘甘泉’，解决了
我们的大难题！”6月15日， 古丈县断龙山镇
龙王湖村村民田志红打开自家的自来水龙
头，开心地说。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老百姓强烈关注。
2018年10月，自治州就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开
展了专项整治；今年3月，又对全州“一口井”
项目开展了巡察“回头看”。

在今年3月的巡察“回头看”中，州委巡察
组通过实地走访村民， 发现龙王湖村饮水安
全项目竣工2年仍未通水。巡察组立即责令项
目负责人马上整改。不到一周时间，该村村民
就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你看，现在是哗哗的洁净水。要知道，在
今年3月前，我们还空有水管却没有水，还得
自己挑水喝。”田志红告诉记者。

巡察利剑高悬，带来高压震慑。今年2月，
在永顺县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办
公室，一项目负责人主动将违规所得的5万元
退还，他说：“我们确实虚增了工程量，一定积

极配合专项整治工作，把不该得的资金退回来，
把问题整改到位。”

为百姓“盖好房”

今年3月，在“一栋房”专项巡察“回头看”
时， 州委巡察组接到了关于永顺县芙蓉镇易地
扶贫搬迁专干董韦挪用专款的问题线索， 当即
移交给当地纪委监委。

经查， 董韦在担任该镇易地扶贫搬迁专干
期间， 挪用搬迁农户缴纳的资金158.4万元，大
部分用于网络赌博， 其他用于偿还个人借款和
日常消费。目前，董韦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
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州委巡察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一栋房”
巡察过程中， 全州共发现问题线索1064个，立
案122件，组织处理251人，各地主动上交违法
违纪资金2238.9万元。

2018年5月， 该州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和农
村危房改造专项巡察， 当工作人员来到花垣县
补抽乡大哨村时， 村民们怨声四起：“这简直就
是糊弄人！”

原来，该村几年前实施危房改造项目后，村民
发现装修质量有严重缺陷，墙壁脱落，凹凸不平。经
查，承建方存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行为，涉嫌骗
取国家危房改造项目资金。经过反复教育，承建方
意识到错误，主动出资把工程全部返工。

今天的大哨村， 一排排崭新的房屋宛如一
幅美丽的山水画。当地村民提起这次巡察，都会
竖起大拇指。

“感谢党的好政策，帮我盖起了新房，还追
回了被贪污的危房改造款。” 老百姓的口碑，成
为对巡察工作的最大肯定。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刘勇）今
天，副省长、省防指指挥长陈飞在长沙主持
召开防汛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相关批示指示精神， 要求各级各
相关部门深刻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精神内涵， 切实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摆在首要位置， 全力以赴做好当
前防汛抗灾工作。

据预报，16日至23日我省将出现持续
性强降雨天气过程。 预计16日至19日湘
西、 湘中偏北有强降水过程发生，20日至
23日强降水位于湘中以南。16日至23日累
计雨量， 湘中及以南大部分地区为180毫
米～300毫米， 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其

他地区70毫米～100毫米。
省防指要求，要根据防汛实际需要，进

一步优化会商形式和程序， 既要把握雨情
水情汛情宏观演进趋势， 也要注重提升各
地辖区内主要河流和重点防范区域的预测
预警精度。

省防指强调， 要充分发挥水库的调蓄
作用，设计有防洪任务的水库要提前预泄，
腾库迎洪。切实抓好中小城镇防洪排涝。重
点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 隐患点的防
灾避灾工作，坚决避免群死群伤。重点加强
对中小水库、骨干山塘、堤防薄弱环节、穿
堤建筑物等易出险目标的盯防， 坚决杜绝
垮坝溃堤事件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周晓鹏

“五月五，龙舟下水打烂鼓。”至农历五月
十五，别处的龙舟早已偃旗息鼓，溆浦的龙舟
赛却进入高潮。6月16日，暴雨如注。溆浦大
江口镇， 龙腾潇湘·2019湖南省龙船赛暨溆
浦县“大江口·大端午”龙舟文化节搅热了一
江沅水，吸引全国各地近10万游客来溆浦过
大端午。 溆浦独一无二的龙舟文化与激流勇
进的龙舟精神在新时代广扬远播。

比春节更隆重的大端午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五月
初五过小端午， 五月十五过大端午。 因为屈
原， 溆浦人过大端午的习俗已有2000多年
了。溆浦人把大端午过得比小端午隆重，甚至
比春节还热闹。 在大城市创业的姑娘小伙春
节不一定回家过年，但大端午是一定要回的。

“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
2300多年前，屈原在溆浦流放行吟，写下《离
骚》《九歌》《涉江》等名篇，溆浦成为屈原文化
的发祥地，至今境内有屈原庙、涉江楼、橘颂
阁、怀屈楼、屈原文化广场、屈原学校、屈原大
道、屈原大桥，屈原活在溆浦人的日常生活里。

传说，屈原离开溆浦去汨罗时，溆浦人含
泪送他上船。 当屈原五月初五在汨罗投江的
噩耗传到溆浦时，已是五月十五了。人们于是
把五月十五作为“大端午”来纪念屈原，并在
溆水边建起了“招屈亭”，举行龙舟祭祀，造船
前“偷料”，比赛时“抢水”“抢鸭”，以独特的方
式来纪念屈原。

吃粽子、悬艾叶、挂菖蒲、饮雄黄酒、系香
袋，这样的端午习俗别处也有，但溆浦的大端
午吃的粽子是“枕头粽”，粽子形如枕头，一尺
来长，糯米里裹着五花肉或腊肉，又香又软。
大江口镇莲花村的田梅芳做枕头粽近20年，

她说，每年要做1000多公斤糯米，今年端午
期间收入就有2万多元。除了粽子，溆浦人的
大端午还要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辰河目连
戏和傩戏。 因为当年屈原在溆浦是看过这些
戏的， 是这里浓郁的巫风楚韵滋润了这位伟
大的爱国诗人。

独具特色的龙舟赛

6月16日，从清晨起，溆浦的雨就下个不
停。但再大的雨，都阻挡不了人们去沅水和溆
水交界处的大江口镇看龙舟竞渡的脚步。

一大早，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打着雨伞
往大江口赶，长沙、株洲、湘潭、娄底、邵阳、
怀化等外地牌照的小车也络绎不绝地涌往
大江口，从北京、广州、深圳坐高铁过来的游
客更性急地打听地点。7时30分，大江口龙舟
广场两岸已是人山人海，伞花朵朵。对岸青
山如黛，云雾翻腾；江面龙舟云集，红黄蓝
绿。水上特技表演搅起冲天白浪，一条江都
兴奋起来了。

8时的开幕式，岸上的歌舞、舞龙、武术等
表演过后，水面上龙舟表演赛就开始了。每只
船6分钟的表演赛，让远道而来的观众终于近
距离领略到了溆浦龙舟的独一无二。 龙舟长
达30至40米，头高尾翘，如贴在水面的一只
梭子，每只船上至少50人，比别处龙舟上的
人多， 船上还有扮成屈原和渔父的人。 无龙
头，龙头由前头领航的桡子手担任，他们功夫
了得，或倒立或在细小的旗杆上翻筋斗，有的
与隔壁船上的桡子手贴身肉搏。 桡子手后是
头旗手，他们蹦跳着挥旗指挥。龙舟中段是鼓
手和腰旗手， 腰旗手男扮女装， 穿得花红柳
绿，戴着假发，做着各种妖娆搞怪的动作，屈
原看到了，定会捧腹大笑。龙尾则是如燕子的
剪刀尾， 高翘水面2至3米，2至3名艄公各拿
一柄长艄掌舵。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暴雨
下个不停，江面水流湍急。表演赛过后，48只龙
舟举行竞速赛。扒船的汉子们赤膊上阵，在越来
越激昂的鼓点中， 龙舟如离弦之箭奔向600米
赛道终点。两岸民众呐喊助威，喊哑了嗓子。最
后，小江口1号、2号和莲花1队从48支队伍中脱
颖而出，分别夺得表演赛和竞速赛冠军。

不惧风雨的龙舟精神

“宁荒一亩田，不输扒龙船。”在暴雨中，近
10万观众见识了溆浦人不惧风雨，激流勇进的
龙舟精神。

从清晨到傍晚，暴雨不停，大江口沅水猛
涨，江面的龙舟都变得模糊了。但龙舟上的运动
员几乎没有喘气歇息，他们逆流而上赛到终点，
马上又顺流而下到起点静候下场比赛，始终斗
志昂扬。而岸上的观众一直持伞观战，中午吃个
盒饭继续助威。龙舟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的横幅分外醒目，屈原的精神就这
样一年年传承弘扬。

“弘扬龙舟精神，决胜脱贫攻坚。”怀化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溆浦县委书记蒙汉说，今
年溆浦县将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目标。溆浦举办
龙舟文化节就是为了弘扬激流勇进、奋发争先
的龙舟精神，挖掘溆浦大端午文化和传统龙舟
文化，凝聚民心，激发起干部群众奋战脱贫的
强大力量。

一周前，记者就在网上看到一些户外俱乐
部在组织队员们来溆浦过大端午。而在龙舟文
化广场，一顶顶大阳伞下，溆浦群众摆摊设点卖
溆浦小吃和特产。溆浦县文化旅游局局长金中
平介绍，溆浦县“大江口·大端午”龙舟文化节的
成功举办，是文化搭台、旅游唱戏、体育提质的
完美融合，打响了溆浦“水边听故事，屈原唱离
骚”品牌。自端午以来，活动共吸引全国各地游
客近10万人来溆浦观看龙舟，旅游消费。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邵可星 焦阳 ）6月15日，“智汇洞
庭·科创常德”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系列活
动———常德市与清华大学产学研合作对接
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常德市部分园区、科技
企业负责人与清华大学近20名专家学者，
就开展产学研合作、 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面对面交流，达成合作协议3个。清华大
学副校长、 中科院院士薛其坤参加活动并
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学术委员
会主任聂建国作学术报告。

近年来， 常德与清华大学合作紧密，
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 人才交流培养、校
地深度合作。此次活动中，临澧经开区管
委会与清华大学材料学院院长、教授林元

华团队签订协议，合作开展新材料产业关
联共性技术攻关与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常
德科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
材料学院教授谢志鹏团队签订了高导热
氮化硅陶瓷材料制备与开发合作协议；常
德市武陵区政府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副教授吴金希团队签订了智慧产业产
学研合作协议。

自去年开展“智汇洞庭·科创常德”系
列活动以来，常德市已先后举办3场系列活
动， 吸引30多所高校、55家投融资与服务
机构、260家企业参与，促成了55个项目签
约，135家企业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达
成合作意向， 一大批科研成果在常德正加
速转化为产业。

路平了 水通了 房建了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领域专项巡察保民生

溆浦大端午，不一样的龙舟竞渡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文化视点

16日至23日有强降雨

省防指要求全力以赴防汛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孟姣燕 ）
6月是全国第18个“安全生产月”，以危险
化学品安全为重点，以“防风险、除隐患、遏
事故”为主题。今天，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
厅在衡阳市举行危险化学品应急演练。副
省长陈飞参加活动并观摩应急演练。

上午9时许，演练开始。演练模拟衡阳
松木港口甲醇泄漏起火蔓延引发多灾种
事故。园区、市、省应急预案迅速启动，消
防、公安、应急、卫健、生态环境、气象、海
事等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各方救援力量迅
速响应， 共调集1个省级重型工程机械大
队、1个省级航空救援大队、1个化工专业

队、1个应急通信保障分队、1个后勤保障
分队、1套远程供水系统，25台消防车和
130名指战员，消防机器人、大跨距高喷消
防车、无人机、直升机等装备投入救援。在
各参战力量的共同努力下， 人员全部救
出，火灾被彻底扑灭。

演练前， 在衡阳市松木经开区举行了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向民众展示安全防
护和应急救援装备， 传播危险化学品安全
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和避灾防灾能力。

今年“安全生产月”期间，我省还部署
了公益警示宣传和线上线下科普宣传、专
家话安全、安全文化下基层等诸多活动。

防风险 除隐患 遏事故

全省危化品应急演练在衡阳举行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杨丹 通
讯员 马如刚）纪念许光达大将诞辰110周
年诗词楹联大赛颁奖典礼暨《英名天下》诗
文集发行座谈会， 昨天在长沙许光达故居
举行。

参加座谈会的有相关部门负责人，省
诗词协会、省岳麓诗社、各市（州）诗联协
会代表， 以及全国诗词楹联大赛获奖代
表。省岳麓诗社社长、本次诗联大赛组委
会总负责人、《英名天下》主编赵焱森介绍

了开展纪念许光达大将诞辰110周年全国
诗词楹联大赛和编辑《英名天下》诗文集
的有关情况。一等奖获得者赖明汉畅谈了
获奖感言。

座谈会上， 代表们深情缅怀许光达大
将的丰功伟绩， 畅谈学习他的家国情怀和
高尚风范、革命精神，做好诗词楹联的创作
创新，歌颂新时代，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 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作出
不懈的努力。

大将功勋著 英名天下扬

常德与清华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
达成合作协议3个

6月14日， 龙舟代
表队在锦江河上竞渡角
逐。当天，麻阳苗族自治
县为期 3天的大端午
（农历五月十五）传统龙
舟赛开幕， 吸引了众多
群众和游客前来观赏。
麻阳素有过“双端午”的
习俗， 农历五月十五大
端午更为隆重。

滕树明 摄

喜迎
“大端午”

荨荨（上接1版）
此次为湖南观众献艺的有来自19个

国家的200多名音乐家。 他们用西方交响
乐的技法诠释敦煌千年回响， 将唐朝艺术
鼎盛时期的大国风貌以乐曲形式响彻湘
江。

“中国故事、世界表达”一直是谭盾创
作的理念核心。“我把对生命的理想放进了

《敦煌·慈悲颂》，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
品。”在下午的彩排现场，谭盾难掩激动心
情，他表示，《敦煌·慈悲颂》是他往返敦煌
数十次、耗时六年创作的音乐作品，以敦煌
史诗形式， 用中文和梵文演唱敦煌莫高窟
壁画中记载的东方哲学故事。 他希望用音
乐来重述敦煌故事， 重现敦煌古乐的辉煌
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