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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纪委集中学习并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
彻全省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会议精神。
与会的纪检监察干部及特邀监督员30
余人热烈讨论，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
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带头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践行“两个维护”，坚决做一名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纪检干部。

近年来，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持续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实施“五级廉政教育
制度”，“不想腐”的堤坝逐渐形成。

一是校领导年底廉政谈话制度。每
年年底由校领导主谈，特邀监督员联络

并记录，分片对学校全体中层领导干部
开展廉政谈话。同时把廉政谈话情况纳
入干部廉政档案。二是领导干部廉政第
一课制度。校纪委坚持新学期第一次全
体领导干部会议必须先上好廉政教育第
一课。通过学习传达上级纪委精神、观
看警示教育片、通报违纪案例等方式强
化干部廉洁意识，督促廉洁从政从教。
三是纪委委员宣讲廉政党课制度。校纪
委每年下发《关于开展纪委委员宣讲廉
政党课的通知》文件，要求纪委委员每个
学期必须到联点支部上一堂廉政党课，
做到有计划有内容，两年来已累计30余

场。四是特邀监督员集中学习制度。校
纪委规定纪检干部和特邀监督员每年不
少于3次集中学习讨论，走出去与请进
来相结合、宣讲与测试相结合，深化思想
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提升业务水平，打
造纪检监察“铁军”。五是“六管人员”警
示教育制度。校纪委每年不少于两次组
织从事财务、资产、人事、采购、基建、招
生就业等管理人员到警示教育基地接受
警示学习，并撰写学习体会，开展交流。

廉政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思想
教育活动，只有久久为功，时刻牢记“楚
河汉界”，常思贪欲之害、常存敬畏之心，
将“不想腐”转化为行动自觉，才能形成
风清气正的校园氛围。

（旷玉妍）

湖南化工职院实施“五级廉政教育制度”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王晗

国庆节前夕，记者来到长沙县金井镇蒲塘村。村
里曾有一口长满菖蒲的水塘，水塘边有省道穿村而
过，把长沙县和平江县相连。由于地处长沙县最边
缘、最北端，该村一度戴上了贫困帽。

出蒲塘村部，但见道路两旁，青山如黛，碧水似
镜。山上茶园幽香，山下稻田葱郁，白墙红瓦点缀乡
野，令人流连忘返。

山道弯弯，青山脚下，崭新的房子里，灶台炉火
正旺。宽敞的前坪，55岁的村民袁军赞正挥汗如雨。

田间地头除草施肥，房前屋后喂鸡收蛋，山林里砍柴
挖树蔸……一上午工夫，袁军赞忙得两脚不沾地。

2016年，袁军赞的父亲和哥哥相继离世，留下患
眼疾的他和年过八旬的母亲相依为命。

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借了一身债的袁军
赞，生活一下子停了摆，感觉日子没了希望。

“你不想让老母亲过上好日子吗？”驻村帮扶工
作队和村干部一次次上门谈心，动员他搞家庭养殖，
帮他申请危房改造，领着他走上脱贫路。

“感谢党的好政策，有力气我就多干点！”袁军赞
告诉记者，去年光养殖一项，收入就在1万元以上，加
上务工和其他收入，超过了2万元。

路越走越宽，人也越来越有底气。穷得叮当响的
袁军赞不但还清了债，还存起了钱。

中午时分，沿新浇筑的水泥村道而上，来到一片
茶园，眼前吐绿枝丫与山水美景相映成趣。

种植大户李勇文带着几个贫困户正在除草、翻
地。茶树下，套种着锥栗。李勇文初步测算，进入丰产
期，每亩产值可达7000元。

2016年，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春风吹进了蒲塘。此
后，长沙市4任市长均把这里作为脱贫攻坚工作联系点。

帮扶工作队进驻蒲塘村，跟村支两委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把贫困村当家乡建。发展产业、解决
就业、基础设施改造……帮扶措施一项项落到实处。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简单发钱发物，难免
部分贫困群众‘等靠要’。”村党总支书记杨莽说，靠
着墙根不能治穷更不能致富，关键是贫困群众要有
战胜贫困的内生动力和致富本领。

李勇文是村里的能人。早两年，帮扶工作队、村
支两委结合金井“茶乡小镇”特色，以“村集体+企业”

模式与金井茶厂签下协议，在山上栽

下“摇钱树”。他看准机会，搭上了这趟致富车。
“茶园效益好，大伙看在眼里，跟着干的热情也

高。”李勇文说，如今村里的荒山都成了致富的“金
山”，仅他的茶叶基地就有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务工。

注入产业“强心剂”，吃下就业“定心丸”，蒲塘村
扶贫彻底摆脱了单纯依靠“输血”的老路。

这几年，蒲塘村确定了以茶叶为主打产业，以锥
栗、黄桃、食用菌、五黑鸡等为辅助产业的发展模式。
7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年实现增收30多万元，60余
户成了养殖能手，50余人拿到厨师证，在家门口吃上

“手艺饭”，收获稳稳的幸福。
采访还在进行中，已经暮云四合，天色向晚，家

家户户渐次亮起灯火。
村民夏湘恺家前坪，二女儿夏晓莉正跟几个孩

子分享她的大学新生活，不时传出阵阵笑声。
“搭帮帮扶工作队和村干部，孩子才能坚持读书考上

大学，我们家这日子才越过越有滋味。”夏湘恺说，如今村
里户户通村路，家家有产业，建学校、改旱厕，住上安全房、
喝上放心水，村子“颜值”高了，幸福感节节攀升。过去送出
去读书的孩子都跟着父母回来了，村里越来越有人气。

“心路”宽了，乡亲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杨莽感慨：
“以前都说蒲塘山高路远发展难，但只要把脱贫的事跟发

展乡村的事一起办好，老百姓的幸福路就能走得长远。”

■记者手记

路由心生
王晗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蒲塘村的变化，再次说
明了这个道理。

发达地区也有发达地区的相对贫困。长沙县，中
部第一县，对一部分贫困人群，自上而下扶得精准。

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苗。只有贫困群众自己有
“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好的帮扶政策、强的扶贫
干部才能有用武之地，“穷根”才能从根本上被斩断。

事实证明，只有让贫困群众的心热起来了，把“要我
脱贫”化为“我要脱贫”，用切实的行动实践脱贫的志向，
才能顺利走出一条通往幸福生活的路，实现脱贫攻坚的
预期目标，继而为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打下坚实基础。

如何激活贫困群众的脱贫内生动力？蒲塘村找
到了切实的办法：以真心的付出，贴心的关爱，唤起
贫困户摆脱贫困的斗志；以务实的方法，有效的措
施，打消贫困户增收致富的顾虑。

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让幸福之路由心而生。

三湘都市报记者 潘显璇
华声在线记者 龙腾

9月28日，细雨蒙蒙。双峰县石牛乡长丰村白木
沟黄金蜜梨产业园，虽然采摘季已过，但园内仍生机
盎然：12个标准红棚鸡舍掩映在梨林深处，1600 羽
清远土鸡和800羽青壳蛋鸡正在林间觅食、撒欢。

在村支书李盛良看来，这个产业园是村里的“聚
宝盆”。“我们村的黄金蜜梨皮薄、汁多、味甜，去年首
次结果就一炮而红。今年8月底丰收，产量差不多比
去年翻了一番，达到7500余公斤，没几天就卖完了，
收入15万元。梨树下散养的2400只土鸡年底上市，
已被预订一空，预计能带来12万元收益。”

这个“聚宝盆”的设计师，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驻村帮扶工作队。

长丰村山多田少，2017 年全村 258 户 1035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2户116人。2018年3月，湖南
第一师范学院帮扶工作队驻村。经多方调研，并邀请
农学专家对当地土壤进行检测，工作队决定指导该
村种植黄金蜜梨。

发展产业，并非一帆风顺。部分村民认为，种植
黄金蜜梨投资太大、风险不小。为此，工作队带着村
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去黄金蜜梨产业成熟的怀化
芷江实地考察。

当地红火的蜜梨产业，让长丰村村民眼前一亮。
2018年冬天，长丰村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成立，投资
110万元，引进上万株蜜梨苗，种植68亩。同时，工作
队给村民分发蜜梨苗，发展庭院经济。

“蜜梨种植前，芷江的专家专程来到村里，给大
家讲授种植技术。果苗种下后，专家每月也会来村里
指导。”合作社股东李和平说。

“为了让村民尽快看到希望，我们选择的都是大
苗，第二年就可以挂果。”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鲁云生告诉记者，去年8月大苗挂果，
4000公斤蜜梨一周售罄，收入8万元。

去年6月，从事动物营养学研究的邹立军博士毕
业，成为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林中的虫子是鸡最爱吃的食物，鸡粪则是天然
的有机肥，林中散养土鸡，蜜梨会长得更好。”邹立军
发挥所学之长，鼓励合作社发展林下养鸡产业。

“建立生态、环保、循环的可持续发展农牧业，形

成人与作物、家畜、土壤的良好循环关系，是未来农
业发展趋势。”邹立军对发展林下产业充满信心。他
还配制了用蛋白桑生物发酵的鸡饲料，这样不用抗
生素，鸡的品质也很好，实现了无抗养殖。

“饲料是用玉米、豆粕、鱼粉配制成的纯天然谷
物饲料，鸡在不同生长阶段，原料的配比是不同的，
科学地配制饲料，既能降低喂养成本，也有助于鸡生
长。”每天清晨和傍晚，50岁的饲养员张安乐都会给
蜜梨产业园里的土鸡喂食，说起养鸡头头是道。不
过，在去年7月前，在镇上打零工的张安乐还是一名
贫困村民，对养鸡一窍不通。邹立军耗时月余，把整
套饲养技术手把手教给了他。

“我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在合作社养鸡，不仅
学了饲养技术，每月有 2400 元钱工钱，养得好年底
还能有分红，并且离家近，能照料家里的老人。”当上
产业园的“鸡司令”后，张安乐顺利脱贫。

自从村里来了位“养鸡博士”，来向邹立军咨询

养鸡的村民可不在少数。
45岁的龚庚祥以前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家里

有年迈的母亲要照顾，还有3个孩子在念书，经济压
力很大。

2016 年，龚庚祥开始尝试养鸡，并在第二年扩
大养殖规模，从数十只增加到近千只。“规模扩大
后，技术是个难题，育雏、配料、预防疾病等，都得
学。”龚庚祥保持着经常看书学习的好习惯，在他的
床头摆放着《鸡病快速诊断与防治技术》等书籍，是
他从县城书店淘到的宝贝，书上满是他用笔划出来
的重点。

“以前我只能自己摸索学习，效率低，现在可随
时打电话找邹博士请教，而且他还会经常上门来指
导，这让我养鸡的底气更足了。”如今，龚庚祥养殖的
土鸡有2000多只，在当地已小有名气。“经常有附近
乡镇的村民、县城的人，专程来我的鸡场挑选土鸡。”
他说。

■记者手记

长效帮扶是“将技术留下”

潘显璇 龙腾

“帮扶工作队终究是要撤走的，但
建立起来的产业园、村民学会的种养
技术，是会留下来的。”在鲁云生看来，
这等于是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帮扶并非简单地给钱给物，将技术
留下，变“输血”为“造血”，以产业帮扶
来实现长效稳定脱贫，才是长久之计。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也是
扶贫路上的“真谛”。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让贫困
户成为产业致富的“技术员”，长丰村
的实践给了大家一个启示。

蒲塘有“路”心中有梦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罗徽
通讯员 吕继勇 白怡菲

云端栈道如履平地，一索飞渡
轻松登山，电梯扶梯悠然登顶……
国庆假期，记者在宜章县莽山五指
峰景区体验全程无障碍旅游带来的
便利。

无障碍轻松登顶莽山，吸引众多
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国庆中秋假
期，莽山五指峰景区接待游客 4.3 万
人次，实现门票收入427万余元。

打造全国首个全程无障碍
山岳型景区

莽山五指峰景区是莽山国家森林
公园核心景区，由中景信集团建设，去
年 10 月全新对外开放，包括指峰飞
渡、悬空栈道、金鞭大峡谷、东天门、七
星崖、天台寺等景点。

中景信集团莽山五指峰景区副
总经理斐世捷介绍，为了让老人、儿
童、残障人士能跟普通人一样享受大
自然的馈赠，感受征服高山的喜悦，
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近两年来，他
们致力于打造莽山五指峰景区无障
碍旅游。

目前，莽山五指峰景区在海拔
1400 米以上处架设了 8 公里游步
栈道，分上、中、下三条线，一个扶
梯和两个电梯将三条不同海拔的
游步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循环游
览线路。还架设了一条目前世界上
最先进的拖挂式客运索道，单线全
长 3700 米 ，高 差 1000 米 ，每 小 时
单向最大运量 2000 人。该景区已
成为全国首个可实现无障碍游的
山岳型景区。

进入莽山五指峰景区，游客都能
感受到对出行不便人士的关怀与体
贴。为让轮椅无障碍通行，景区采用户
外斜挂式轮椅提升机、垂直轮椅提升
机及爬楼机代步。游客服务中心、索道
站房、餐厅、公共厕所等均设置无障碍
通道，并设立第三卫生间和残疾人专
用厕位、专用洗手台，解决出行障碍人
士“如厕难”。

8月31日，莽山五指峰景区举行
“坐游莽山、大爱无碍”——中国山岳
景区全程无障碍首游活动，特邀 12
位残疾人、11 位老人全程参与体验，
其中包括3名近百岁的抗战老兵。

让每一个人都拥有旅游
的机会

“我真能上到山顶吗？”在莽山
五指峰景区门口，从安徽合肥慕名
而来的许峰坐在轮椅上，将信将疑
地问道。

“放心吧，景区全程无障碍，您可
以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机动灵活。”工
作人员细心解释。

乘上拖挂式客运索道沿着山体爬
升，看着山下的人群越来越小，许峰立
即举起手机，记录下和大山的这次“亲
密接触”。

刚下索道，即上电梯。许峰离山
顶越来越近，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第一次上山，很开心，也很兴奋，终
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欣赏祖国的大
好河山。”

坐在轮椅上，“漫步”于山巅，行
至栈道，全程没有碰上一个台阶，
所有公共设施包括游客服务中心、
索道站房、餐厅、公共厕所等都能
自由进出。许峰说，他下次有机会
还要来。

“我们虽然身体上有缺陷，向往
美好生活的心却是完好无缺的。”
来自衡阳的陈馨感慨，山岳景区往
往是路难走、山难爬，他们平日里
只能望山却步，现在能轻松登山，
看到壮观的美景，感觉太幸福了！

确实，旅游是一项让人幸福的活
动，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去旅游的机
会。来到莽山五指峰景区的游客中，
有残障人士，也有婴儿车里的孩童，
还有年纪很大的老人，他们都能轻松
登山。

今年 93 岁高龄的凌克善在儿孙
陪伴下来到莽山，在山顶和家人拍了
一张全家福。

“来之前还是很担心的，看到这
些无障碍设施后，我们才放心让老
人家尽情游玩。”凌克善的孙子说，
爷爷不服老，总想着出来转转，要不
是有这个无障碍景区，还真不敢让
他出来。

“我们都会有老的一天。无障碍旅
游，每个人都需要。”中景信集团莽山
五指峰景区副总经理斐世捷说，他们
希望所有老人、小孩、残障及行动不便
的人士，都能跟普通人一样享受大自
然的馈赠，感受征服高山的喜悦，领略
祖国的大好河山。

登顶五指峰 轻松任君行
——全国首个全程无障碍山岳型景区莽山

五指峰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何九九 李勤

“李爷爷好，李爷爷好！”热情的
孩子们一拥而上，跟李爷爷“熊抱”、
照相。放学时，孩子们还跟李爷爷喋
喋不休地交流着。这是 9 月 29 日，在
平江县板江乡小水学校发生的感人
场景。

这一天，80 岁的永州老人李体
坚和老伴郭瑞英，冒雨来到小水学
校，践行已坚持 9 年的约定，陪 63 个
孩子欢度国庆和中秋佳节。他们给师
生们带来了月饼，并将祝福送给每个
孩子。

应似飞鸿踏雪泥

李体坚，永州市原侨联主席。
1954 年，从马来西亚归国，先后在衡
阳、永州任教。1981年后到侨联工作，
曾被评为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获
全国侨联“爱国奉献奖”等。

9年前，71 岁的李体坚跟湖南卫
视的一个公益助学节目，到湖南边远
山区小学开展公益活动，板江是最后
一站。那天，他第一次来到小水学校。

咦，怎么有一个老人在教室里
教孩子们写毛笔字呢？带着疑问，
李体坚走进了教室。“我们学校有
书法社团，一周一次课。每天放学
前半小时，书法社团的孩子就来练
字。”小水学校时任校长方朗秋介
绍，这个老人即原芭蕉扇厂的职工
李怀江，是专门教孩子书法的志愿
者。

“一所村小，能做好书法教学，
你们学校有前途！”李体坚竖起大拇
指。他到处看了看：厨房破旧，孩子
和老师没有食堂吃饭，住校老师没
有浴室，只能用热得快或饭锅烧水
洗澡……

“这个学校，我要资助、扶持！”当
天，李体坚告诉老伴郭瑞英。“好！”郭
瑞英二话不说答应了。

东风吹雨过青山

不久，李体坚送来书法练习册，
给全校孩子练习书法。同时，带来他
联系的省教育厅和永州市侨联的工

作人员，考察学校环境。
在李体坚推动下，不到一年，小

水学校兴建了食堂和浴室。李体坚省
吃俭用，自己掏出5万元，用于这个项
目。

食堂建好了，浴室建好了，该来
看“自家的新房”了。李体坚又高兴地
来到小水。

看着空荡荡的浴室，他觉得有
点不对劲。对了，差个热水器！老人
赶紧从长沙购买热水器，亲自带师
傅过来安装。目前，这个热水器仍在
工作中，老师们笑称它为“李爷爷牌
热水器”。

李体坚成了小水学校的“大家
长”。发现电线老化，怕出安全问题，
赶紧换；发现老屋梁上有老鼠出没，
影响孩子上课，他出资吊顶……

那块刷过黑漆的黑板，坑坑洼
洼，老师写在上面的字也变得凹凸不
平。李体坚看不下去，喊来自己的学
生到小水参观。“我不要你们回报我，
你们现在只要帮小水小学把黑板换
了，让爱传递下去吧。”自此，小水的
孩子们有了光滑、漂亮的黑板。

青山绿水自华年

“关心女孩就是关心一个民族的
未来。”李体坚特别关注女生的教育。
每学期，他都会来到小水学校，资助
5名家境贫寒、学习上进的女生。

“生活上有困难没？学习上需要
帮助吗？”每次见面，李体坚都会嘘寒
问暖。他常叮嘱孩子们，一定要好好
学习，长大了报效祖国。

9年了，每逢节日，李体坚总是找
时间来跟孩子们一起度过。每次，他
都会给学校师生带礼物。雨伞、雨鞋、
校服、笔、日历、书法练习册……这些
日常学习和生活用品，温暖着师生们
的心。

今年国庆节，恰逢中秋节，李体
坚又来到学校，与孩子们欢度佳节。
9 月 28 日 5 时 6 分，他就在小水的家
校联系群里，约好第二天见面。群里
立刻炸开了锅。

次日，有的孩子带来了本地土
特产红薯粉丝送给李爷爷。孩子们
争相跟李爷爷合影，老人脸上笑开
了花。

“这个学校，我要资助、扶持”
——李体坚与平江小水学校师生的9年情缘

9月28日，长沙县金井镇蒲塘村横山小学和附属幼儿园。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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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枝头蜜梨香 林下土鸡壮

9月28日，双峰县石牛乡长丰村，动物营养学博士、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邹立军（左）在指导村民龚庚祥
饲养土鸡。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