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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许世栋

“以前港里的淤泥、白色垃圾
很多，导致水变得很脏。 现在港边
绿柳成荫，水面波光粼粼。 ”

刘勇是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
街道大托新村的村民，盛夏的热没
有阻挡他每天早上散步的习惯，一
天天亲眼见证的变化让他感叹，
“多亏了村里进行的小微水体管
护，让美景重现。 ”

近年来，作为天心区创建小微
水体管护示范区试点所在地的大
托铺街道，在管理好小微水体这些
江河湖泊的“毛细血管”上做了一
些有效尝试。

环保意识逐步高
今年57岁的彭再良是小微水

体管护片区的保洁员之一，他和其
他同志一起负责片区池塘、内港的
保洁工作。 每天他都会带上网子、
竹篙，还有蛇皮袋，非常熟练地在
水里打捞垃圾，除此之外，还要对
片区水面两边的垃圾进行清理。

打捞回来后，他把打捞垃圾进
行分类处理，不可回收的垃圾直接
倒进垃圾池，可回收的垃圾用车运
到村里的垃圾分类分拣站进行回
收再利用。

每一次打捞都是体力活，每一
次分类都有智慧，彭再良每日兢兢
业业，忙忙碌碌。 但最近，他闲了下
来，“不是偷懒， 是村民素质变高
了。 ”彭再良高兴地介绍，“以往水
面垃圾除了自然飘落的树叶，还有
大量村民丢弃的生活垃圾。 随着农
村‘五治’行动的开展和小微水体
管护片区的创建，大家爱护环境的
意识越来越强了， 我负责的水面，
垃圾比以前少了80%。 ”

生活生产同变化
小微水体治理中源头治污是

重点。“以前夏天这个时候上厕所，
蚊子嗡嗡作响， 气味难闻更不用
说。 厕改之后，按下水箱按钮，一冲
而净。 ”说起改厕这件事，大托新村
村民张爹爹的喜悦溢于言表。

随着小微水体源头治污工作的

开展， 无害化厕所改造也在大托新
村内成为潮流， 通过污水集中收集
处理一体化设施、 小微水体垂直生
态过滤池， 村民们的厕所有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这个小微水体管护工
作中的实招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村
民们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便利。

不仅村民生活便利， 生产情况
也在逐渐改变。 河、塘、渠淤积已日
益影响到防洪、排涝、灌溉等各项功
能的正常发挥， 为确保管护片区内
港、塘、渠的正常功能，大托铺街道
积极开展了清淤疏浚工程。“以前抽
水量小， 水也特别浑浊， 现在清淤
后，抽水灌溉农作物方便极了！ ”外
来种植户李忠俊告诉记者。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对22条沟
渠、19口水塘进行了清淤， 也先后
开展了岸线整治和水毁修复， 力争
小微水体管护片区达到‘水清、河
畅、岸绿、景美’的目标。 ”该街道农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乡村振兴新景象
从管护片区走过，池塘内观赏

植物绿意盎然，微风拂过，清澈的
港内水体之上， 清新空气舒适怡
人，新村美丽景象让人惊喜。

在管护片区内， 池塘既具灌溉
功能又有观赏性质， 港内还有生态
浮岛， 通过浮岛上植物根系吸收水
中的富营养化物质， 使水体营养得
到转移， 减轻水体由于封闭或自循
环不足带来的水体腥臭、 富营养化
现象。 此外，内港、水塘周边修建了
步行道，设立了石制的休息桌椅，成
为了村民们喜爱的活动场所之一。

“在创建小微水体管护示范片
区过程中，我们除了治好水、管好
水外，我们还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将治水与美水有机结合，让小
水塘、内港周边成为村民们的休闲
场所，来村游客的观光之地，获得
了大家一致认可。 ”大托新村党总
支部副书记李艳向记者介绍。

如今，走在大托新村干净整洁
的乡间小道上，清澈的水渠水塘随
处可见。 山因水而灵秀，城因水而
妩媚，大托新村小微水体的管护蝶
变，将一片清水绿岸、鱼翔浅底景
象还给了村民。

净了毛细血管 美了新村风光
———天心区大托铺街道“小微水体”蜕变记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向晓玲

夏日的泸溪，景色如画。
6月下旬，记者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

县蹲点采访，发现贫困户经政府培训上岗后，脱贫能
力大大提升，增收步伐明显加快。

据统计，实施精准扶贫以来，该县培训上岗已
累计助4万多名贫困人口脱贫。

提升技能，促就业脱贫
“搭帮政府的技术培训，免费让我掌握了水电

安装技术，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泸溪县洗溪
镇宋家寨村村民杨育海乐呵呵地说，以前外出打
工无人要，现在成了“抢手货”。

今年38岁的杨育海， 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
2017年，当地政府根据他的意愿，对他免费进行水
电工专业培训， 并介绍他到杭州市余杭区东田房
产公司从事水电安装工作， 每月工资5000元。同
年，他妻子也通过电子电器免费技能培训就业，每
月工资3500元。去年，他两口子收入达10万元，成
功甩掉了“贫困帽”。

大山深处的泸溪， 以前像杨育海这样的贫困
劳动力“一大把”。泸溪县扶贫办负责人李新华介
绍说，近年来，泸溪县委、县政府把“输血”与“造

血”及智力扶贫深度融合，下足“绣花功夫”提高贫
困劳动力的就业技能，提高就业质量。

该县整合“新型农民培育计划”“农村劳动力
转移培训”等项目资金，开展有针对性、订单式的
培训，力求精准到人、精准到工种、精准到岗位，实
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

“村里每年外出打工的人多，通过技能培训，
引导贫困群众转移就业‘转’出美好生活。”宋家寨
村的驻村干部毛小伟喜笑颜开地说，宋家寨村辖3
个村民小组7个自然寨，有贫困户157户592人，4年
来，他们免费培训村里的贫困劳动力249人，转移
就业人员556人， 去年实现劳务收入2668万元。村
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该县就业服务管理局负责人张碧桃介绍，去
年泸溪免费培训贫困劳动力4597人；在京津冀、长
江经济带等地建成劳务合作基地4个，组织了大型
招聘会， 全县新增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1335
人，人均月工资达4000元以上。

传经送技，助产业脱贫
“现在的政策真好！贫困户发展产业不仅有奖

补，还能获得技术服务。”6月底，泸溪县农业农村局
邀请省蔬菜研究所专家来到小章乡，再次对贫困户
种植辣椒进行免费培训，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杨凤莲和当地贫困群众喜出望外。

杨凤莲告诉记者，她的合作社已联结带动400
多贫困户种植辣椒400亩， 今年可增收60万元以
上。在专家的“零距离”技术服务指导下，贫困户成
了“土专家”，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更足。

“有了技术，发展产业就有了底气。”李新华介
绍，泸溪地处大山深处，成千上万的人靠发展种植
养殖业来脱贫致富，“科技扶贫” 已成为当地的一
种时尚。 今年以来， 该县进行葡萄等产业培训75
次，培训人数达8600余人，其中贫困户占93%。

眼下， 泸溪每周都有上百名技术人员深入田
间山头，对椪柑、辣椒、葡萄、油茶、黑猪、山羊、土
鸡等种植养殖产业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促扶贫产
业提质增效，加速贫困户脱贫步伐。

“搞农业，送钱不如送技术。”泸溪县武溪镇黑
塘村葡萄种植大户杨新勇发自肺腑地说， 贫困户
发展产业更需要技术支撑，若没有技术，投再多的
钱也会打水漂。

李新华还介绍， 为提高脱贫质量和效率， 县
里专门出台政策， 鼓励和引导在外就业致富和掌
握一技之长的人员回乡， 依托当地优势资源， 发
展特色种植养殖业和加工业， 采取“公司+合作
社+基地+农户” 等模式， 带动了一批贫困群众致
富脱贫。

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泸溪通过科技扶贫直接
或者间接帮助3万余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

记者在扶贫一线

泸溪：“培训上岗”让脱贫提质增效

革命理想高于天荨荨（上接1版）
11月11日， 在湖南汝城县官亨瑶族村延寿河

畔，发生了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88岁的官亨瑶族村老人胡共海回忆：“延寿河的水
都被血染红了。”

湖南宜章县是85年前中央红军长征中打下的
第一座县城， 这里保留着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三
道封锁线的指挥部旧址。攻打县城前，宜章的党组
织和游击队便配合红军捣毁了国民党设在县境内
的一批碉堡，并帮助红军修战壕、搬炮弹；战斗打
响后，又全力照顾红军伤病员。

“战争，不仅是军队的拼杀，还是人心向背的
较量。” 宜章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谢水军表示，
紧紧依靠人民，是红军长征、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
利的法宝。

1934年底，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打
响，这是红军长征出发以来最壮烈的一仗，也是关
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9天血战， 红军广大
指战员拼死突破，表现了无比壮烈的献身精神。湘
江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在湘江以东围歼红军的图
谋，保全了党中央和红军主力。

湘江之战中， 担任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

34师被阻于湘江东岸，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
在湖南道县被俘，他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
壮烈牺牲，年仅29岁，用生命捍卫了“为苏维埃流
尽最后一滴血”的坚强信念。

谢水军深有感触地说：“伟大事业必须进行伟
大斗争。红军勇于突破、勇于胜利、勇于牺牲的精
神，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广西灌阳县是陈树湘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灌
阳县史志办主任史秋莹认为， 红军为什么不怕牺
牲？ 是因为他们对革命有必胜信念。“这种英雄气
概、坚定信仰激励着今天的我们。”

实事求是，勇于担当
湘江战役结束后，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

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
见证了红军在严峻生死关头面临的抉择。 正是在
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红军必须西进贵州，甩
掉强敌，避实就虚，寻求机动的主张。

这就是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红军

长征史研究专家胡群松认为，“通道转兵” 是一项
实事求是的决策，“只有真正负起责任，勇于担当，
积极作为，才能夺取胜利。”

红军进入贵州后， 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
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1935
年1月1日， 中共中央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再次召开
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
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 决定抢渡乌江， 攻占遵
义。

党史专家认为，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猴场
会议，再到遵义会议，构成了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
伟大转折的链条。中国革命终于开辟出新的局面。

“红军坚定的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
诚，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值得
我们今天深入学习，大力弘扬，去夺取新时代伟大
斗争的胜利。”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征集研究处处
长桂新秋说。

（新华社长沙7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