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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干净整洁的院落、绿树成荫的村道、鱼儿成
群的荷塘……初秋时节，走进邵阳县白仓镇三门
村， 处处感受到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新变化。今
年来，该村在发展生态产业的同时，大力推行“四
美进农家”活动，把产业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相
结合，被评为邵阳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今年来，随着脱贫攻坚进入收尾阶段，邵阳
县着眼长远， 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开
展“四美进农家”活动，围绕产业发展、环境建设、
乡风文明、乡村治理做文章，旨在改变思想观念，
提倡不等不靠、勤奋自强、乡风和睦、生态发展。

“四美进农家”活动，包含“守法知礼心灵美、
勤俭兴家生活美、庭院整洁环境美、文明和谐乡
风美”4个方面。通过成立“百姓微宣讲团”开展
“农家微课堂”，对扶贫政策、法规、乡规民约等进
行宣讲；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通过培训，
提高技能，发展产业，鼓励贫困户不等不靠，主动
创业，提升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按照新农村建
设标准，统一规划院落建设，新修垃圾池，免费发
放垃圾桶，积极引导村民搞好庭院卫生；制定村
规民约，开展移风易俗，认领“微心愿”，培育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在“四美进农家”活动中，该县各行政村（社
区）分别成立了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红白理
事会等，开展“比现在和过去”“思源思进”“看历
史变化、看项目建设、看规划蓝图”的“一比二思
三看”教育活动和“最美院落”“最美乡村”“文明
卫生家庭”“勤劳致富家庭”等评选活动，树立文
明典范。

目前， 该县已建成民俗文化体验示范村、现
代农业产业示范村、休闲运动示范村等美丽乡村
56个，评选出文明卫生家庭8807户、勤劳致富家庭
5647户、 道德模范家庭2682户、 孝老爱亲家庭
2784户，创建省、市、县文明乡镇12个、文明村77个，
涌现出省、市、县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30人。

�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唐俊 潘芳）国庆长假前夕，双牌县委主要
负责人来到茶林镇桐子坳村， 与结对帮扶村
民龙根宝促膝长谈， 制定奔小康计划。 近年
来，受到帮扶的龙根宝开办农家乐，日子越过
越好。据介绍,双牌党员干部积极落实“鱼水
工作法”，加速全面小康建设,仅去年以来，全
县3485名结对帮扶干部， 就帮助6796户贫困
家庭实现“小心愿”超过1.6万件。

双牌县是集山区林区水淹区于一体的省
级扶贫开发重点县，通过努力，2017年整县脱
贫摘帽。为巩固扶贫攻坚成效，加速建成全面
小康，该县创新推行“鱼水工作法”,即实施“五
个一”活动，帮扶干部定期到贫困户家中“对
一次标、谈一次心、吃一餐饭、住一晚上、圆一
个小心愿”。每月初，县里梳理汇总问题清单，
帮扶干部带着清单住到帮扶对象家， 交心谈
心，提供帮助。县里还在114个行政村创建“双
牌民声”微信群，加强干群互动，推动形成“干
群打成一片、相互无话不谈”的鱼水关系。今
年4月， 五星岭乡部分民居因龙卷风受损，情
况反映到微信群， 乡村干部立即联系保险公
司定损理赔。

实施“鱼水工作法”，民意更加畅通，党群
关系更加融洽。 麻江镇廖家村村民廖勇军与
帮扶干部成无话不谈的朋友，廖勇军想养鱼，
帮扶干部便联系银行和养殖专家，解决技术、
资金困难， 今年廖勇军养鱼收入达3万多元。
通过“五个一”活动，近两年，全县第一时间化
解基层矛盾纠纷1143起。今年年初，何家洞镇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群众反映，搬到山下后，
增收门路少。县里立即调研，引进扶贫车间40
个，安排搬迁户就业。2018年脱贫攻坚考核现
场评估验收， 该县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脱
贫攻坚考核列全省第2位；2018年综治民调排
名全省第3位,跻身全省信访工作“三无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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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0月 6日电 10月6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
劳动党委员长、 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就中朝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 值此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交70周
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朝鲜劳动党、
朝鲜政府、朝鲜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表示，70年前， 中朝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 这在两党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划
时代的重要意义。 朝鲜是最早同新中国建
交的国家之一。70年来， 在两党两国历代
领导人关怀和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朝传统
友谊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和时代变迁的
考验，不断发展，历久弥坚，深入人心。两国
各领域交往合作成果丰硕， 不仅有力促进
了两国各自社会主义事业繁荣进步， 也为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
国、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维护好、巩
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
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
发展，珍视同委员长同志的互信和友谊。去

年以来，我同委员长同志五次会晤，达成一
系列重要共识， 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
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携手努力，以建
交7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
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 值此朝中建交
7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朝鲜劳动党、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向
总书记同志， 并通过总书记同志向中国共
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
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诚挚的祝愿。

金正恩表示， 朝中两国建交具有划时
代意义。70年来，朝中两党、两国人民在维
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中始终同生
死、共患难，历经岁月洗礼，书写了伟大的
朝中友谊历史。当前，朝中关系步入继往开
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关键时期。坚决继承朝
中友谊这一优秀传统， 实现两国友好合作
关系的全面复兴，是我和朝鲜党、政府坚定
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紧密携手，
按照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巩固和发
展令世界羡慕的朝中友谊， 用友好和团结
的力量坚定维护社会主义事业， 坚定维护
朝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杨韬

10月4日下午2时43分，载着3名参加国庆
阅兵的武警湖南省总队官兵的G81次列车缓
缓驶进长沙火车南站，一时间，站台上掌声如
潮。 前来迎接的官兵们给载誉归来的战友送
上鲜花，为他们“点赞”。

甘桂成：磨坏两根腰带，瘦了10公斤
“爸爸，你是最棒的，我们爱你。”年仅4岁

半的女儿，一见到自己的父亲、参加受阅的武
警湖南省总队政治工作部副营职干事甘桂
成，便一把扑入他的怀里。而甘桂成见到离别
半年多的女儿，眼泪也止不住落下来。

甘桂成曾在备战一次比武时落下了腰椎
间盘突出的毛病， 此次接到参加阅兵训练的
通知时， 正准备接受手术治疗。“他一听到要

参加阅兵，果断放弃了手术。”妻子张漾说。
“阅兵动作，关键考验腰。腰板不硬，所有

动作都会变形。”每次训练时，甘桂成都会把
腰带扎得紧紧，克服着巨大的疼痛，一点一滴
形成肌肉记忆。半年的训练结束，他磨坏了两
根腰带，瘦了10公斤，但换来了在天安门城楼
前的完美亮相。

“正是战友们一次次的指导和鼓励，家人
们一次次的关心和问候，让我倍感温暖、备受
鼓舞，让我在最疲惫的时刻又‘满血复活’，重
新燃起斗志。”甘桂成告诉记者。

张倩：酸甜苦辣，乐在其中
“回家的感觉真好！”刚到长沙，武警湖南

省总队唯一一名受阅女兵、 总队参谋部通信
大队女兵班长张倩感叹。回首6个月的阅兵集
训，她说：“酸甜苦辣，乐在其中！”

180多个日日夜夜都是汗水在检验着张
倩的付出。因为训练强度极大，她的双脚多次
被磨得鲜血淋漓，可在训练时却强忍疼痛，没
有露出任何痛楚的表情。有时候，她因太过疲
累觉得快撑不住时， 便自己鼓励自己：“成功
的背后本来就需要艰辛付出， 我没有理由退
缩！”

“一次受阅、一生光荣，一人受阅、全家光
荣。能代表武警湖南省总队参加阅兵仪式，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一份力量， 让我感到
无比骄傲、无比自豪。”张倩由衷感慨。

葛怀栋：磨薄了4副鞋子铁掌
见到武警郴州支队支队长葛怀栋时，他

黝黑的脸庞上， 两道白色的印记吸引了记者
的目光。

荩荩（下转2版）

就中朝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同金正恩
互致贺电

�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张和生 张莹）“看着这339条宣
传标语，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军民挥笔写
着遒劲有力、 振奋人心的革命标语时的
场景。”今天，在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
游客颜兴国对记者说。

炎陵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 红军标语博物馆是全国唯一
一家以红军标语为陈列主题的专题博物
馆。博物馆内，红军标语形式多样，口号
标语、对联、打油诗、漫画比比皆是，这些
标语展现了一幅幅浩气凛然、 荡气回肠
的历史画卷， 吸引了众多单位组团前来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今年3月1日，

红军标语博物馆启动基本陈展提质改造
项目。 提质后的博物馆展陈逻辑以时间
为顺序，主要介绍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
革命根据地时期、游击战时期3个时期的
标语和事件。运用声光电等手法，让标语
文物“活”起来，通过沉浸式体验、实景复
原等方式增加观众互动，实现由“静态展
览”向“活态传承”转化，让参观者真正进
入历史情境中，感同身受，引发共鸣。

据统计，国庆假期以来，炎陵县红军
标语博物馆已接待游客近5.5万人次。

炎陵：身临其境 感同身受
“红军标语博物馆”国庆节以来已接待游客近5.5万人次

�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伍交才）10月6日， 溆浦县向警
予同志纪念馆人头攒动， 前来参观纪念
的团队、 游客络绎不绝。“没有警予奶奶
等革命先烈的奋斗牺牲， 哪有我们现在
的幸福生活。”在向警予同志生平事迹陈
列室， 来自娄底的游客肖明亮“现场教
学”， 一边观看向警予的书信和读书笔
记，一边教育儿子奋发有为。

溆浦是革命老区县、抗战决胜地。经
过近几年的挖掘和打造， 向警予同志纪
念馆、龙潭抗日阵亡将士陵园、阳雀坡抗
战古村及穿岩山森林公园红军路、 红军
桥、 红军亭等一批红色旅游景点相继开
放。到溆浦旅游，参观红色景点，接受精
神洗礼，传承红色基因，正受到越来越多
游客的青睐。

阳雀坡抗战古村是“雪峰山会战”的
见证地,国庆假期，古村装点一新，处处

洋溢着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红色
元素。“抗战古村古色古香，烽火岁月令
人难忘。” 从长沙赶来的游客曾建深有
感触。

国庆长假以来， 到该县龙潭镇弓形
山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瞻仰的游客接踵而
至。 来自江西南昌的舒建文在山背花瑶
梯田景区旅游时， 得知龙潭镇是抗日战
争最后一战“湘西会战”的主战场，他便
和家人慕名前往，了解抗战历史，缅怀抗
日英烈。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折射出溆浦旅
游行业的兴盛。”该县文化旅游局局长金
中平表示，近年来，溆浦抢抓全域旅游发
展机遇， 把文化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
产业来培育，很多老百姓因此吃上了“旅
游饭”，过上了新生活。据统计，10月1日
至6日，该县各旅游景点共接待游客37.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5862万元。

溆浦：红色景点好红火
10月1至6日各景点共接待游客37.1万人次

�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记者 刘跃
兵）“今天，我走进您，聆听您的初心，感
受您不朽的精神……”10月6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贺州市34名学生，在道县梅花
镇贵头村陈树湘烈士纪念园，齐声朗诵。

陈树湘烈士纪念园工作人员介绍，纪
念园今年6月开放以来， 已接待各界人士
10余万人次。特别是国庆节以来，人们以
各种方式缅怀先烈，单日参观人数最高达
2600余人次。 陈树湘烈士纪念园占地面
积约48亩，主要包括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
陈列室、陈树湘烈士墓、革命烈士纪念碑

等部分。其中，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陈列
室分“前言”和“坚定信仰”“听党指挥”“牢
记使命”“绝对忠诚”4个展区，集中展示陈
树湘短暂而辉煌的革命生涯，生动诠释了
陈树湘对党绝对忠诚的崇高精神。

在庄严肃穆的陈树湘烈士墓前，广
州私营企业主李建国带领全家敬献了鲜
花。他激动地说，要不忘先烈遗志，建设
伟大祖国。 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室
里，郴州市亲子旅游团的40多人，认真
聆听讲解员的解说，大家纷纷表示，这是
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旅行。

陈树湘烈士纪念园“听初心”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通讯员 单明海
骆力军 记者 严万达）10月6日，在宁远县
下灌旅游景区，一场祁剧戏正在精彩上演。
听听戏，喝喝茶，手绘国旗……游客们说，
在美景中感受爱国情怀，真是美上加美。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
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在
宁远县九嶷山舜帝陵祭祀广场，150多
名学生和游客一边挥舞手中的国旗，一
边动情演唱，以“快闪”的形式放声高歌
《我和我的祖国》。

国庆黄金周期间，宁远县各个景区、

景点都根据自身特色， 策划安排了丰富
多彩的国庆活动。 九嶷山舜帝陵祭祀广
场举办“我爱我的祖国，五星红旗飘扬景
区”活动，景点沿线插满红旗，每位进入
景区的游客将免费获赠手持五星红旗一
面。在“十里画廊”的周家坝村，村民用彩
稻种出“国庆70”“丰收”等字样图案，成
了游客“打卡”的网红地。在文庙景区，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美德少
年、 美德教师”“我们的节日”“小小百姓
讲坛”“墨香书法展示”“寻访舜帝足迹”
等系列活动相继举行。

爱国主题成主流

宁远各大景点人气旺

邵阳县

“一次受阅，一生光荣”
———武警湖南省总队受阅官兵载誉归来侧记

东洞庭湖鹭鸟群舞江豚戏波
国庆假期，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鹭鸟大规模集结，长江江豚频繁出现。

近年，随着洞庭湖保护治理工作的推进，洞庭湖水质、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成为候鸟、
江豚等野生动物的乐园。

上图：10月4日，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西湖一带，白鹭时而群飞喧哗，
时而埋头觅食。

右图：10月4日，岳阳市君山区林阁佬巡护监测点，江豚跃出水面。
杨一九 摄

三湘四水 欢度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