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2日，保靖县清水坪镇黄连小
学，老师指导学生使用算盘。该校重视培
养学生的珠算操作能力，让学生们感受非
遗文化的魅力。俞采华 陈亚平 摄影报道 学救护

防溺水
学珠算

传非遗

6月12日，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镇中心小学开

展“防溺水专题”培训，医护人员讲解示范“抽筋救

护、溺水急救、心肺复苏”等技能及注意事项，向学校

师生普及自救互救知识，提高防溺水技能，防范溺水

事故。 李政灿 禹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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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江景）6月11日，记者从常德市扶
贫办获悉，今年来，该市围绕“保脱贫、防
返贫、防致贫”目标，全面开展脱贫质量

“回头看”，逐村逐户查，分类分项改，精准
精细帮。目前，共摸排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档外五类对象”问题 21326 个，已整改
20565 个，其余问题可在 6 月底前完成整
改。

今年来，常德市高度重视脱贫质量
“回头看”工作，超前部署，加快推进，提出
“回头看”期间实行问题上报免责，不报问
责；明确由县级统筹安排资金，决不增加
乡村负担，确保问题应查尽查、应报尽
报。该市全面自查盘底，做到“五看”（看
底子清不清、收入少不少、政策硬不硬、帮
扶实不实、群众认不认），确保小康路上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在查找问题的基础上，常德市全力推
进住房安全、基本医疗、教育助学、安全饮
水、易地搬迁、社会保障、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人户信息、收入达标等问题清零10
大专项行动。尤其对就业扶贫，该市特别
重视，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包括安排“务
工直通车”、出台“稳企政策措施十条”、创
办扶贫车间、开发1万个扶贫公益性岗位、
预留返乡回流人员就业岗位等，切实解决

数万名贫困劳力就业问题。
同时，不断压实帮扶责任，坚持“谁帮扶

谁包保”，组织1477个驻村工作队以及所有
结对帮扶责任人进村入户，开展“一户一策”
精准帮扶，通过算收入、定措施、联感情，把
政策落实、收入达标、满意度提升等工作抓
到位。盯住动态监测户、重病重残户、外出
务工返乡回流贫困人口等重点对象，提供

“保姆式”服务，确保不因病因灾返贫致贫。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肖霄 通
讯员 呙奕州 朱萍）“发生事故是意外，希望
大家本着互谅互让的态度参与调解工作。”
近日，在邵阳市北塔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
解委员会调解室，调解员肖晓丽分别对一起
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

不到半小时，双方达成协议，由小车
车主袁师傅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赔付电动
车车主张女士2.5万余元。

为了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化解交通
事故纠纷的优势，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去年4月22日，北塔区率先成立邵阳市首
个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区司法
局副局长张忠祥、区法院立案庭庭长黄
炜、区交警大队民警和一品法律服务所的
法律工作者组成专职调解团队，负责调处
因交通事故而发生的纠纷。

北塔区交通人调委成立后，交警负责

交通事故的受理和责任确定，事故赔偿等
问题则转由人调委调解处理。人调委为
事故双方当事人免费提供服务，并建立工
作台账，实行一案一档。调解采取诉前调
解与诉讼调解相结合，协调处理赔偿纠
纷，促成事故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
并履行赔付义务，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今年6月初，家住北塔区资江二桥附近
的罗某小朋友骑自行车横穿马路时，被一辆

无牌两轮摩托车撞倒在地，受伤较为严重。
在人调委多次调解下，双方当事人签订了调
解协议书，罗某获得赔偿金1.3万元。“谢谢你
们的帮助，让我们的权益得到了及时维护。”
罗某的妈妈握着调解员的手说。

截至5月底，北塔区交通人调委共受
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232件，达成
调解协议215件，调解成功率达92.4%，履
约率达100%，结案金额达1400多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邹乔夫

6 月初的一天，祁阳县肖家镇大江
村，山上绿树葱茏，野花点缀，构成一幅
美丽的乡村油画。53 岁的村民黄光能
撑着双拐向记者介绍，他们将在这里发
展休闲旅游业。

从患病致残，到带领大家重新创业，
黄光能仿佛重新“活”了一次。

2015年1月，时任村委会主任的黄
光能突然倒在扶贫项目建设工地上。医
院确诊他患骨盆坏死症，最好置换骨盆，
要花100多万元。

村民、肖家镇纪委干部等纷纷伸出援
手。但黄光能想，乡亲们都不富裕，不能给

大家增加负担。于是，他选择保守治疗。
经几个月治疗，当年6月10日，黄光

能撑着双拐站了起来。他说，那一刻，他感
到阳光特别灿烂，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今后干什么呢？镇纪委干部提醒
他，村庄四周牧草茂盛，不正好养牛？

2015年7月，黄光能在残疾人创业
项目支持下，带领3名优抚对象和2名残
疾人，筹资 50 万元，引进 72 头种牛，成
立养殖合作社。

然而不到半年，有21头牛因防疫不
到位先后死亡，合作社陷入困境。家人
纷纷劝黄光能放弃，但不服输的他，托人
买来生态养牛技术书籍，并开通宽带上
网学习。县畜牧水产局高级畜牧师曾德

元知道后，还主动担任合作社技术顾问。
2016年，合作社养牛103头、出栏40

头。由于生态养殖、肉质好，供不应求。
2017年到去年4月，出栏335头，获纯利
300多万元，黄光能等6户村民全部脱贫。
今年63岁的村民张满连身体残疾，干不了
重活，过去全家7口人住房仅40平方米，养
牛后，他年收入12万多元，建了新房。近
日，65岁的村民陈先国也搬进了新居。

去年5月，黄光能发现村庄四周风光
秀丽，不少人自发前来游玩，有发展旅游
业的潜力。他和大家一合计，转让养殖合
作社，流转3000亩山地，建设旅游设施。
目前，已绿化山林1600亩，旅游设施也逐
渐完备，旅游项目即将开门营业。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王无冕 黄亮

“大家好，我是阿聪。今天，我要给
大家推荐的几款蜂蜜，是来自毛主席家
乡的花蜜……”6月8日11时，在韶山市
韶农蜜蜂养殖合作社内，80后小伙杨聪
正在抖音上直播卖货，吸引100 多人围
观。

毕业于湘潭大学机械学院的杨聪，
曾是一家汽车企业的产品设计师。去年
10月，他辞职回乡，子承父业学养蜂，成
为“蜂二代”。

杨聪的父亲杨浩良养蜂30余年，是
韶山市有名的养蜂能手。2012年，杨浩
良与伙伴成立了韶山市最大的蜜蜂养殖
合作社，带动当地300 多名建档立卡贫

困群众过上了“甜蜜生活”。
每逢过年，是蜂蜜卖得最好的时候，

但今年春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杨聪一家愁眉不展。

“咱家的蜂蜜都是周边村民过来采
买，由于疫情期间各家各户不能出门，销
售惨淡。”杨聪说，既然闲在家里没事，那
就学着在网上直播卖货。

2 月初，杨聪开启首次直播，1 小时
下来只拿到1笔订单。“万事开头难。坚
持下去，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杨聪暗暗鼓励自己。

从首场直播拿到1笔订单，到最高峰
获订单10多笔，两个月时间，杨聪通过直
播共实现销售收入4万余元，吸引1000多
名粉丝关注。同时，他注册了“韶农蜂情”
商标，将产品进行了设计包装。

“蜜蜂是怎么酿蜜的”“平时你们是怎
样取蜂蜜的”“蜜蜂那么多，是不是每次都
会被蜇”……直播中，不少粉丝抛出一连
串问题，这让杨聪萌生了新的思路。他认
为，直播单纯搞推销，不能让买家了解养蜂
人的真实生活。如果打造一个体验式科
普场所，可以提高产品知名度。

5 月初，杨聪将自家的车库进行改
造，创建蜜蜂科普课堂。课堂里设置了
蜜蜂科普墙、摇蜜体验场、蜜蜡唇膏制作
区。同时，课堂准备了防蜂服，可让游客
近距离观察蜂巢。开课一个多月，共吸
引100多名游客来此参观体验。

“大家说，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起
飞。在直播经济兴起的时代，相信自己
也能乘着这股东风，为自己家和入社的
贫困户带来甜蜜。”杨聪说。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姜逢）今
日，溆浦县大江口镇小江口村扶
贫工作队队长给怀化市纪委监委
党风政风监督室干部胡轩华发来
微信告知，贫困户舒元寸房屋漏
雨问题已解决好。

5月中旬，胡轩华到小江口村
督查，发现舒元寸老人房子漏雨，
当即交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支两
委办理，并多次督办。

怀化市纪委监委围绕 6 月底
问题清零目标，组织954名纪检监
察干部，对全市954个贫困村开展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入村督
查全覆盖。所有干部吃住在村，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做好政策宣
传，耐心听取意见建议，解决群众
合理诉求。

发现问题是基础，整改是关

键。为做好问题整改“后半篇”文
章，怀化把6月作为“包办解决问题
月”，按照“谁入村、谁包办、谁负责”
原则，“一竿子插到底”，明确入村督
查人为包办责任人。要求督查责任
人对包办问题加强跟踪、全程跟进、
协调解决，确保6月底问题全部化
解。

麻阳苗族自治县石羊哨乡岩
落寨村群众反映，1至4组饮用水
时有时无。入村督查纪检干部将
问题反馈给该乡党委政府和驻村
帮扶工作队。5 月 29 日，县水利
局、乡党委政府和岩落寨村支两
委专门召开会议，议定管护机制，
落实管理员，保障群众用水正
常。截至目前，怀化纪委监委系
统通过抓实入村督查，已帮助解
决群众住房、喝水、道路等方面问
题493个。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李杰 通讯员 刘禹）粮油、生鲜、食
品、酒水、日用百货……6月9日，记
者在中国石化常德石油分公司第三
加油站易捷便利店看到，各类商品
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不仅品质优
良，而且价格实惠。

为促进消费升级，常德市近
日组织数百家企业举办购物节。
常德石油分公司利用渠道平台优
势跨界经营，通过强化扶贫助农
商品销售，助力本地优质农产品

走进便利店。“金健粮油、精为天
米面、盈成油脂等常德本土品牌，
受到消费者青睐。”第三加油站负
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常德石油分公司加
快向综合服务商转型，通过“跨界
营销”延伸服务链，颇受市场欢
迎。目前，该公司在常德共开设
便利店126座，今年1至5月，非油
品商品销售额达 9994 万元，其中
常德本地品牌粮油销售额达 903
万元。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张
佳伟 通讯员 夏建敏 肖鸣学）“老
铁们，盘它，买它……”武冈市市长
唐克俭近日在该市举办的“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大型直播带货
节活动中，变身带货主播。全场直
播人气接近2000万人次，2.5个小
时累计接到武冈土特产、农产品订
单 3.7 万多个，总销售额 265 万多
元，上架库存全部卖光。

今年受疫情影响，地方农产
品滞销。为此，武冈市联合湖南
搜空集团，经过半个多月筹备，策
划举办了此次直播活动。当晚的
直播活动在荷塘村“都梁记忆馆”
举行，唐克俭与拥有420多万名粉
丝的虎牙网红主播集梦会长以及
虎牙湖南官方主播萌萌 3 人同台
直播，推介武冈卤菜、铜鹅、米花、
空饼等产品，唐克俭还现场烹饪
了一道法新豆腐，配上黄茅“富硒

香米”饭，香气四溢。
当晚在虎牙直播“小黄车”里

上架的武冈土特产引发抢购潮，
其中金福元以前实体店几个月的
销量，这次几分钟卖光，乡乡嘴上
架的几千份“厚豆干”几分钟内被
一抢而光，多次补货……

当晚的直播活动除了设置市
长主会场直播间外，多个本土企
业在淘宝、京东、抖音等开通的分
会场直播间同步直播。主会场直
播结束后，唐克俭还“赶场”到各
个企业直播间“探店”，与线上观
众互动，为企业“拉生意”。

据了解，目前武冈市正在举
办乡镇“三农主播大赛”，由各乡

（镇）长带队，在乡镇选拔4名有潜
力的农民主播，与乡（镇）长一起
组成“1+4 三农网红主播参赛团”
参加比赛，致力打造武冈“网红”
直播基地，助力农特产品销售。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崔祥武）眼前是
青山绿水，脚下是甜蜜滋味。6月
11 日，家住长沙市雨花区的谢艳
带着小女儿，驱车来到宁乡市坝
塘镇绿康蓝莓基地，体验采摘之
乐。“这里离市区不算远，风景又
好。第一次品尝新鲜蓝莓，很喜
欢这酸甜味道。”谢艳说。

绿康蓝莓基地负责人严建军
介绍，这里的蓝莓品种为“蓝美 1
号”，是我国首个“国字号”蓝莓良
种 。 该 品 种 亩 均 产 量 1000 至
2500公斤，比其他品种高出3至5
倍。其花青素含量高，营养丰富，
口感也较好。

据了解，绿康蓝莓基地位于
坝塘山水库，坝塘镇流转周边土
地 2100 亩，建设 1200 亩蓝莓基
地、210亩农庄、360亩水面和300
亩苗木。蓝莓基地由绿康文化旅
游公司投资建设，目前已建成600
亩，累计投入超700万元，现有50
亩蓝莓大苗已挂果，预计产果
5000 公斤左右，其余明年挂果。
基地已安排 50 名劳动力就业，其
中多名为贫困劳动力。

绿康蓝莓基地还将依靠坝塘
山水库，建设集乡村观光旅游、垂
钓、民宿、康养于一体的三产融合
项目。同时，坝塘镇计划建设面
积达1万亩的“蓝莓小镇”。

全面清理整改“回头看”常德市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周俊 邹娜妮 通讯员 杨纹漪）6月
8日，冷水江市中连乡卫生院院长
阳书华背着诊疗箱，来到贫困户段
汉英家中为她量血压，并送上治疗
高血压的常用药。据了解，冷水江
市把“首诊在基层”模式贯穿健康扶
贫工作，让贫困群众实现“小病不出
村、问病不出门”。

近年来，冷水江对全市 92 个
村卫生室进行标准化建设，完善
首诊硬件，实现村卫生室“空白
村”清零。通过转岗培训、定向免
费培训、本土化人才培养等，加大
全科医生（助理全科医生）培养和
招录力度，目前全市已拥有全科
医生164名，实现全科医生驻村全
覆盖。

冷水江还开发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电子化系统，推行远程建
档。将贫困人口中高血压、糖尿
病、结核病等慢性病患者纳入健
康档案重点管理名单，定期更新
完善健康档案。对贫困户实行对
口帮扶、入户服务、定期随访和有
针对性的健康指导，建立“一对
一”帮扶关系，落实“一人一策、一
病一方”。全科医生每周在村卫
生室驻村两天，为贫困群众提供
诊疗服务；不驻村时，贫困户可通
过电话或微信进行问诊。全市所
有公立医院开通 24 小时问诊电
话，贫困群众足不出户就能进行
保健咨询、小病问诊和挂号预约。

目前，冷水江市组建了以全
科医生为主体的家庭医生服务团
队 70 个，签约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10552人，签约服务率达100%。

调处事故纠纷效果好北塔区

确保小康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调解成功率92.4%，履约率100%

怀化抓实入村督查
“后半篇文章”
确保6月底问题全部化解

“跨界营销”助常德消费

冷水江推进“首诊在基层”

武冈市长直播带货
土特产2.5小时销售265万多元

宁乡建设“蓝莓小镇”

直播演绎“韶农蜂情”杨聪：

撑着双拐的追梦人黄光能：

老百姓的故事
湖南日报 6月 12 日

讯（通讯员 周玮明 记者
张咪）株洲市近日启用“医
保电子凭证”，市民关注

“株洲医保”微信服务号可
进行领取。目前，该市有
7 家医院和药店启动试
点，手机扫码即可医保支
付。

“医保电子凭证”是医
疗保险参保人的电子身份
凭证，由国家医保信息平
台统一签发。参保人可以
通过手机激活“医保电子
凭证”，激活后能进行参保
缴费、预约挂号、医保账户
查询、医保业务办理等各
类在线医保服务。

该市医疗保障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经在
株洲市中心医院、湖南省
直中医院、天元区人民医
院、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株洲店、益丰
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荷塘二分店、养天和
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田心
田红店、湖南千金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株洲健康连
锁店试点“医保电子凭
证”，参保人可以通过“医
保电子凭证”在这些医院、
药店看病购药。

据悉，株洲作为我省
首批“医保电子凭证”试点
城市，下一步会加大宣传，
将“医保电子凭证”全面铺
开，争取覆盖全市所有医
保协议医药机构，让老百
姓看病购药更方便。

株
洲
启
用
﹃
医
保
电
子
凭
证
﹄

七
家
医
院
和
药
店
手
机
扫
码
即
可
医
保
支
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