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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肖霄 通讯员
刘少明 范立华 彭忠）“得安居感恩习主席，
住新屋多亏共产党”，横批“欣逢盛世”。国庆
节前夕，隆回县花门街道石门村村民范双连
在其新居门口贴上一副新对联。她说：“我不
大会说话，就把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写在
对联里。”

范双连年逾古稀，早年丧偶，儿子病逝后，

她和孙子住在破旧土砖房里。得益于农村危房
改造工程，去年9月，范双连的新居落成，告别
了过去“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的生活。

隆回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省最多，存量危房基数也很大。
该县把解决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重度残
疾人员等4类重点对象的安居问题作为解民
忧、惠民生的重要工程来抓，推行包片联乡、

联村联户责任制，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为了做到应改尽改、不漏一户，隆回县建

立住房信息管理平台，对全县农村住房状况进
行全面调查摸底，采集农村房屋信息30多万
户，锁定农村危房改造对象。同时，针对自身无
投劳投料能力的少数特困农户，募集资金850
万元，帮助395户特困户解决“建房难”。

隆回县还对照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发现

的突出问题梳理短板弱项，建立危房改造领
域监督清单，全部录入“智慧纪检平台”系统。
县纪委监委及时跟踪监督，对监督清单列出
的6类2337项问题，一一督促整改“清零”。

2013 年至今，隆回县累计投入资金 4.7
亿元，对18986户贫困群众实施危房改造，解
决了49917人住房安全问题，竣工率、入住率
均达100%。

湖南日报 9 月 30 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章焱平 周健）“鳝鱼炒蛋，这不是我
们常见的鳝鱼做法，是将鳝鱼切成沫，拌着鸡
蛋和葱花一起炒。”9月20日是双休日，家住
长沙的李先生携一家老少，来“中国土菜名
县”衡东县城品尝土菜。他好奇地夹起一筷子
鳝鱼炒蛋，放到嘴里，感觉很鲜。

衡东县政府负责人介绍，目前，衡东土菜
在省内外开餐饮门店1500多家，土菜从业人
员达12万人，年产值突破40亿元。

在脱贫攻坚中，衡东县发挥“衡东土菜”
品牌优势，全力做好土菜产业扶贫文章，走出

一条颇具特色的“舌尖上扶贫”之路。近3年，
该县土菜产业已带动全县贫困户6300余户
18500余人脱贫致富。

种植产业是土菜源头。衡东县根据土菜
原辅材料需求，精心打造黄贡椒、软条白沙枇
杷、黑木耳等 23 个重点产业扶贫项目，采取

“公司+基地+贫困户”模式，直接带动1.1万
余贫困户增收。仅黄贡椒种植面积达2万亩，
实现综合年产值 5 亿元以上，直接带动贫困
户751户2623人脱贫致富，户均年增收4000
元以上。

发挥“衡东土菜”产业链条优势，衡东县

大力开发土菜产业就业岗位。通过免费招收
贫困学生学习土菜烹饪技艺、服务技能，与衡
东土菜餐饮企业签订就业协议，以及建立扶
贫车间等方式，全行业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
9000余人。充分利用“中国土菜名县”金字招
牌、“罗荣桓元帅故居”红色名片，融合发展土
菜、农业和旅游扶贫产业。白莲风景区、高湖
洣江生态园等乡村旅游景点，年接待游客25
万人次，带动200余户贫困户发展种养业，解
决了近400名贫困群众就业。

衡东县持续推进土菜消费扶贫，着力拓
展扶贫农副产品销售渠道。今年疫情防控期

间，农副产品一度出现滞销。该县发挥“衡东
土菜”产业链优势，举办有针对性的产销对接
会、展销会等，并运用新媒体直播等多种手
段，促销农产品1.2亿元。其中，扶贫产品销售
额达 6000 多万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4600多人增收。

聆听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长沙市一中携手湖南省党史
陈列馆举行红色故事宣讲会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徐国鸿）9
月28日，长沙市一中携手湖南省党史陈列馆隆重举行红色
故事宣讲会，400余名师生代表一起聆听革命故事，传承红
色基因，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敬意，厚植师生家国情怀。

宣讲会上，宣讲团为大家深情讲述了动人的革命故
事，有地下工作者的舍身卫国、有工农红军的光荣传统、
有为国防事业隐姓埋名的国士、有中朝军民深厚情谊的
送别，也有湖南援鄂抗疫的催泪故事。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极富感染力。

宣讲会还进行了知识抢答赛，面对“第一面军旗有哪
些要素？代表的是哪些阶级？”“今年是入朝参战多少周年？
今天是第几批抗美援朝烈士遗骸归国？”这类细节问题，同
学们都一一做出了准确回答。同学们深深触动于革命志士
舍小家为大家的壮举，久久感动于抗疫中青年的热血与担
当，纷纷表示自己一定追随先辈步伐，树立远大理想，努力
学习科学知识，为国家强大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长沙县英烈权益保护
检察宣传片进公交车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程）

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细心的星沙市民发现，今天乘坐
长沙县红色旅游公交专线时，车内电子屏滚动播放着传
承红色精神、保护英烈权益的检察公益诉讼宣传片。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
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共
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宣传片《传承红色
精神 守护英烈权益 检察公益诉讼与您共行动》中，长沙
县5名检察官分别在黄兴故居纪念馆、陈树湘烈士故居、
杨开慧纪念馆、徐特立故居纪念馆、长沙县烈士陵园郑重
宣誓。检察官也提醒市民朋友，如果发现“侵害英烈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权益”“破坏英烈纪念设施及庄严、肃穆、
清净的环境和氛围”等11种有损英烈权益的行为，可以向
检察院举报。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盛智告诉记者，长
沙县是一片红色热土，涌现了黄兴、陈树湘、杨开慧等大批革
命先烈，英烈权益保护尤其重要，这也是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的职权职责之一。今年，该院借机构改革之势新设了公益诉
讼检察部，就是为更好地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怀化：

420多万农村人口喝上安全水
湖南日报记者 赵志高

9月26日中午，溆浦县均坪镇金屋湾村12组，顿帮发
从田里收割稻谷回来，拧开家门口的水龙头，冲洗一身的
泥泞，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顿帮发，今年74岁，从小过着“喝窖水、常断水、难取
水”的日子。他说，政府未搞自来水工程前，村民四处挑水
喝，来回一趟至少半小时，洗漱、做饭水都省着用；干旱季
节，凌晨便要跑到3公里外的山沟里去抢水，没抢到水的
男人经常会挨老婆骂。

精准扶贫以来，怀化大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金
屋湾村投资近200万元，从200多米的溶洞取“甘泉”，让全
村440户1471人彻底告别“喝水难”的日子。金屋湾村党支
部书记舒均道介绍，今年夏天干旱2个多月，没有一户村民
断过水。喝水、用水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大幅提
升，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添置了洗衣机，用上了热水器。

怀化地处湘中丘陵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受气候、
地理因素双重影响，旱灾频发。农村“喝水难”成了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的“拦路虎”。

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怀化还有122余万农村人口
像金屋湾村一样，喝不上干净水、放心水，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56.12万。

“群众利益无小事，百姓幸福心才安。”怀化市水利局
党组书记、局长胡金华介绍，怀化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将解
决农村“饮水难”问题摆在精准扶贫的首位，采取“一村一
方案”，因地制宜科学建设，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怀化在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率先实现农村饮水
安全全覆盖，全市420多万农村人口都喝上了“安全水”，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4.89%。

去年以来，怀化连续两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却未见
群众“喊渴”，大家倍感幸福。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序先 米承实 沈玉兰

9月29日这天，米仁乐特高兴，就像买彩
票中了大奖似的，拍着巴掌自言自语：“好，实
在是好!”

为何这么高兴？因为他得知，广西桂林司
机温成刚的岳父母一家也用上了公筷。见状，
米仁乐的妻子李玖花对儿子说：“看你爸那
样，好像接了一单大生意。”

米仁乐是辰溪县黄溪口镇双溪村村民，
1999年在集镇开了家南杂店，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

今年7月初的一天，温成刚为米仁乐送啤
酒。一见面，米仁乐便说：“我们这里家家户户
都用公筷，你们用了没？”“没有。”温成刚说。

“你要用公筷。用公筷可减少和防止多种

传染病，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好处。”米仁乐向
他做起宣传。

刚开始，温成刚不接受。讲的次数多了，
吃饭时米仁乐又言传身教，温成刚慢慢受到
感染，习惯了用公筷。

回家后，温成刚便动员妻儿用公筷，还当
起“二传手”，在家人和亲友中宣传使用公筷。
如今，其兄弟姐妹、岳父岳母均用上了公筷。

米仁乐推广公筷，缘自一次偶然聚餐。
辰溪县黄溪口地区有使用公筷的习惯，

年近六旬的米仁乐从记事时起家里就用公
筷。

2014年3月的一天，米仁乐在怀化河西
进货时与人共进午餐，看到一人夹菜往嘴里
塞，又用带有唾液的筷子在菜盘里翻来翻去。
这让用惯了公筷的米仁乐一下没了胃口。

回家后，米仁乐做出一个决定：向社会推

广“公筷”。第二天，他便起草《让公筷进入每
一桌筵席中》的宣传资料，印了1.2万份，走哪
发哪，见人就讲公筷的好处。

刚开始，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还骂米仁乐
是神经病，他也不气馁，反复宣传人要活得健
康，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很多疾病可以
通过餐具传染，而用公筷可将传染几率降到
最低。

为宣传推广公筷，米仁乐想尽办法。除散
发宣传资料，只要是镇里办活动，他就见缝插
针宣传推广公筷。镇里健康排舞队到浙江
比赛，他支持 4000 多元衣服印上公筷海
报；镇文联举办“公筷征文”大赛，他也给予
资助…… “老米每天脑子里想的是公筷，与
人谈的是公筷。”李玖花告诉记者，“他对公筷
推广像着了魔，到了忘我的境界。”

去年10月的一天，邻村村民米家楚来米

仁乐店里买东西，米仁乐正向一外地人宣传
公筷，米家楚喊了好几声“买东西”，见米仁乐
讲得兴起，便跑到隔壁店去买。后来，米家楚
还找李玖花“告状”，气得李玖花与米仁乐吵
了一场。

米仁乐走到哪里，就把公筷推广到哪里。
2016年3月，他和镇商会几个朋友到通道参
观。中午，当地朋友热情招待他们，米仁乐发
现没有一双公筷。米仁乐想，如直接要求上公
筷，可能对方接受不了。于是，他灵机一动，对
服务员说：“对不起，我有点感冒，怕传染给别
人，请拿几双公筷来。”

见大家没有异议，米仁乐顺势道：“我们
那里家家户户用公筷，连红白喜事都用公
筷。”主人高兴地说：“好，去拿公筷来!”

米仁乐的南杂店生意做得好，送货的外
地司机和货主成了米仁乐的重点宣传对象。
他说：“对他们，我是卸货时先‘热身’，吃饭时

‘现身说法’，许多人在我宣传下，回去用上了
公筷。”2014年至今，米仁乐宣传推广公筷的
足迹遍及溆浦、通道、长沙以及广东等地，散
发宣传资料6万余份，投入资金10万余元，宣
传群众12万多人次。

“衡东土菜”成消费扶贫利器
土菜产业带动6300余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累计投入资金4.7亿元实施危房改造

隆回贫困群众住上“安心房”

永州：

五谷丰登迎国庆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杨丁香 潘芳)9月30
日，蓝山县塔峰镇有机生态稻米产业
园，种粮大户陈昌军将刚收割回来的
稻谷陆续倒入烘干机，潮湿的谷粒慢
慢变干，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味道。

在蓝山县农业部门支持下，陈昌
军今年种了2200多亩优质稻，600多
亩中稻已陆续成熟，这些天他正组织
村民冒雨抢收。“国家政策越来越好，
夺取丰收就是对祖国最好的祝福。”
陈昌军高兴地说，今年他早早增购了
烘干设备，解决了“晒谷难”。

湘江源头，永州之野，丰收已定。
农民朋友说，丰收果实就是送给祖国
生日的最好礼物。

在回龙圩管理区，10 万亩橘园
里，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当地果农顾
不上休息，抓紧“十一”黄金周销售旺
季，采摘销售特早熟蜜橘、普早熟蜜
橘和早熟脐橙。果农们开心的是，今
年柑橘均价达每公斤4.2元，呈现“量
价齐升”喜人局面。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莲花地
社区下村百香果园里，果香四溢。种
植户唐文将刚摘下的黄金百香果装
盒打包，通过快递销往全国各地。唐
文患有听力障碍，他苦钻种植技术，
今年种的50亩果园亩产超过2500公
斤，每公斤卖到30元，还供不应求。

双牌县花千谷景区旁的“八月
瓜”基地迎来丰收，肥硕的八月瓜一
个个“裂”开嘴，露出乳白透亮的果
肉。不少游客“闻香”而来，在基地采
摘新鲜果子。目前，双牌县已发展八
月瓜种植 2000 多亩，产品成为市场
抢手货。

零陵区富家桥镇何仙姑村，生
姜、红薯、南瓜等迎来丰收。村支书王
怀勇随手扯出一株生姜，满脸喜色
说，今年生姜品相、肉质都好，预计能

卖 10 多万元；合作社年产值
可达100多万元。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
讯员 张亦斌 刘昭云）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来临。9月29日晚，邵东市举行第六届中秋音
乐诗会，来自湖南及北京、安徽、内蒙古、江苏
等地的 800 余名诗人及诗歌爱好者欢聚一
堂，共享视听盛宴。

这届中秋音乐诗会以“祖国颂·家乡
情”为主题，分“风度翩翩”“红旗飘飘”“雄
风猎猎”“乡情绵绵”“月色融融”“古韵悠
悠”6 个篇章。名家读诗、作者自吟自唱、主
持人轮流朗诵、读诗班集体诵读……现场
共读诗 30 余首，穿插舞蹈、歌曲演唱、京剧

选段、现场绘画、书法等丰富多彩的文艺
节目。

近年来，邵东市诗歌创作成绩斐然，逐步
涌现出一个在省内外初具影响的“邵东诗
群”，全市诗歌创作者超过1000人，现有省诗
歌学会会员 82 人。一大批会员诗作在《中国
作家》《诗刊》等重点刊物刊发。今年，省诗歌
学会会刊《诗歌世界》还集中推出了 39 位邵
东诗人的作品专辑。

湖南日报 9 月 30 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丁时斌）今天，长沙市开福区消费狂
欢季启动仪式暨该区商业综合体联盟成立大
会举行，向市民送出万张免费观影劵。

开福区是现代服务业强区，拥有万达广
场、富兴时代、新湖南大厦等众多商业综合体
和高档写字楼。为迎接国庆节到来，由开福区
政府牵头，商家强强联合，推出吃喝玩乐不同

优惠，并在区内 15 家电影院推出“开福请你
看电影”，送出万张免费观影劵。

开福区商务局介绍，该区还将推出2020开
福金秋家居建材家电消费节、“爱在深秋·开福好
礼”——开福区汽车油品消费节、开福消费升级
狂欢季——粉丝购物大抽奖等专场活
动，进一步促进消费复苏升级。

迎国庆，开福区万张电影票免费送

邵东举办中秋音乐诗会

老百姓的故事

辰溪县农民米仁乐，6年投资10万余元，在省内外宣传使用公筷，
让大家——

享受舌尖上的“筷”乐

节日体验
非遗文化

9月30日，长沙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市民身穿汉服现场
直播非遗体验活动。当
天，为期5天的2020年

“我们的节日·国庆中
秋——振兴传统工艺，
留住老长沙味道”非遗
体验周活动启动。活动
创新开辟了“网红打
卡+非遗体验”的文化
惠民消费模式，吸引市
民前来免费体验丰富
多彩、独具魅力的长沙
非遗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龙文泱 摄影报道

桃江法院集中审理
公益诉讼案

湖南日报9月30日讯（通讯员 李燕妮 雷苗 记者
龚柏威）近日，一批成鱼及鱼种被集中放流至资江水域。
这是桃江县人民法院、桃江县人民检察院、桃江县农业农
村局等相关单位对吴某等17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进行先
予执行的活动现场。

当天，由桃江法院公开集中审理12起非法捕捞水产品刑
事附带民事环境类公益诉讼案，并当庭宣判，对涉案的17人分
别判处拘役、单处罚金不等的刑罚，同时判决被告人于判决生
效后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并要求17名被告人
向捕捞水域投放272公斤成鱼和鱼种110400尾，以恢复在禁
渔期因非法捕捞对生态造成的损害，于当日裁定先予执行。

经审理查明，17名被告人在规定的禁渔期、禁渔区内
或采取驾驶自制渔船携带电瓶、或采取背包式自制电捕
鱼设备、或使用法律明文禁止的毒鱼方式等在资江流域
桃江段进行非法捕捞，严重破坏水产资源。

法院认为，上述17名被告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鉴于被告人的
具体情节，遂作出以上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