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袁旺

11 月 18 日，沐着冬日暖阳，嗅着
菊花芬芳，记者来到长沙市望城区乔
口镇湛水村，一大片绚丽烂漫的金色
闯入视野。放眼望去，窗前篱下、地头
田间，一丛丛金丝皇菊争相怒放，丝丝
花瓣迎风摇曳，美不胜收。

“这金黄的菊花，是我们的‘黄金’。”今
年55岁的杨田香和30多位村民一起，在
菊园里劳作。他们将盛开的菊花挑选出
来，连着花蒂采摘进筐。花茶商每隔几天
就来收购一次，整车整车运走。

“我就住在附近，还要照顾上小学
的孙子，出去打工不方便，现在和乡亲
们一起在园里采花，每天有100多元劳
务费，还锻炼了身体，好开心！”杨田香
摘一朵菊花凑近一嗅，爽朗地笑起来。

“我们村通过党建引领带动产业发
展，青年党支部致富先锋党小组牵头外
出调研，根据本村土质，发现适合发展
花卉产业。”湛水村党总支书记杨懿介
绍，去年7月，村里成立湖南大魏种植专
业合作社，在反复对比效益和试种后，
今年开始大面积发展金丝皇菊、牡丹等
花卉种植，村民流转土地每亩每年可获
得700元租金，还能到花卉基地务工。

68岁的村民周秀英丈夫去世，女儿

精神残疾。在扶贫干部帮扶下，她今年养
了70多只土鸡，上半年卖出一部分，赚了
3000多元。她将家里2亩地流转出去，每
年可获租金1400元。她还经常来花卉基
地务工，因做事麻利，每天可得150元劳
务费。她说：“政府已经帮了我很多，我自
己要勤快些，把日子过得更好。”

“目前，金丝皇菊亩产干花 100 至
150公斤，平均1公斤有2280朵干花，精
选的头花价格高达5元一朵，预计亩产
值可达4万元。包装销售后，预计可实现
销售收入1000万元左右。”大魏合作社
负责人刘铁介绍，今年是他们种植金丝
皇菊第一年，就已带动周边近100名贫
困及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后续还将建
设加工厂，将新鲜花卉和根茎加工成花
茶、精油、中药材等，带动更多村民就业。

据了解，去年来，湛水村流转土地
近2000亩，按照“四季有花、随行有景”
的定位，种植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
养殖鱼、荷花虾等水产。如今在这里，春
季看牡丹、夏季观荷、金秋赏菊，“赏花
呷鱼”的乡村旅游逐渐成型。

近年来，乔口镇总揽推进“一村一
社一特”建设，全镇 7 村 1 社区均成立
了村级土地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逐
步壮大，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 465 户
1592人已全部脱贫。

采下金丝菊 致富迈开步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金光明 李凤

11 月 20 日，记者来到衡东县杨林
镇湾头洲村湖南苗竹园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脐橙种植基地。放眼望去，黄
澄澄的脐橙挂满枝头，煞是可爱。

杨林镇种植柑橘已有上百年历史。
该镇毗邻洣水，水源充沛。土地属典型的
沙质土壤，气候适宜，适合柑橘种植。

2017年9月，经衡东县供销社牵线
搭桥，苗竹园公司负责人董知华在杨林镇
湾头洲、杨林、荣丰等3个村流转土地近
700亩，种植脐橙、沃柑、砂糖柑等柑橘。

“目前，果园有贫困户股东25户110
余人，按股分红。今年，果园初次挂果，预
计可产鲜果3万公斤左右。”董知华说，目

前，果园除少量果子可采摘外，大部分果
子要到12月中旬后才能采摘。“3年后，
果园将全部挂果，预计年产果70万公斤
以上，年产值可达近600万元。”

柑橘丰收，销售会不会有问题？在
董知华担忧时，县供销社很快利用其
渠道，帮助苗竹园公司先后对接深圳
盐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长沙红星水
果批发市场和衡东金堰农产品批发市
场，签订脐橙订单1万公斤以上。

“今年，全县柑橘总产量预计达7万
吨。”衡东县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文
洪斌告诉记者，该县有种植柑橘的传统
习惯，杨林镇曾被称为“湖南柑橘之
乡”。近4年来，县供销社共帮助果农销
售柑橘2万多吨，销售额2亿余元。仅此
一项，贫困种植户年增收1.5万元左右。

种出“金果果”走上脱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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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11月19日下午4时，城步苗族自治
县，坐落在白毛坪乡的清源中心小学一
片欢声笑语。学生们在进行丰富多彩的
课外活动，看见记者一行，都大大方方
地打招呼，脸上笑容灿烂。

这是一所地处偏远的农村小学，位
于湘桂两省交界处。原先校园破旧，设施
落后。如今映入眼帘的，是窗明几净的教
学楼、崭新的课桌、一应俱全的功能室、
明厨亮灶的食堂、整洁舒适的学生宿舍。

“县里重视，为这里投入了不少资金，学
生们有福了。”校长戴重浩笑着说。

城步地处湘西南边陲，是国务院实
施扶贫开发战略发源地、国家扶贫工作
重点县、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
坚试点县、湖南省11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和商务部对口扶贫县。近几年来，在脱
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城步把办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摆在重中之重，全力改善办
学条件，真抓实干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大力推进教育强县建设。

党政重教，昔日落后学校焕新颜

教育发展优先规划、教育投入优先
安排、教师待遇优先落实、教育问题优
先解决……城步成立了由县委书记罗
建南任顾问，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博理
任组长，教育、财政、人社、国土、规建、
公安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县委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积极解决教育发展中的
各类困难和问题。

在城步，每个县级领导要定点联系1
所以上学校，为学校发展出谋划策，排忧
解难。今年3月，罗建南不顾疫情严重，来
到农村中学城步二中，实地考查学校办
学情况，安排了 1300 万元资金，用以解
决教师周转房建设、道路修建、教学仪器
和设备添置、饮水改造等难题。

尽管县财政一直困难，但教育经费
投入逐年在增加。投资 1.2亿元，在县城
新建南山实验学校；投资 8600 万元新
建芙蓉学校；共投入8290万元，全县42
所完全小学以上学校和 30 个教学点焕
然一新，全部蜕变为合格学校；投入

2.83 亿元，全县 134 所薄弱学校进阶升
级；投入 275 万元，修建 14 所乡村学校
少年宫，实现乡村学校少年宫全县乡镇
全覆盖……城乡和校际之间的办学条
件差距越来越小，为全县教育均衡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位于长安营镇的民族中心学校，是
一所有着52年悠久历史的农村学校，以
前，因校园破旧、教学设施简陋，不少教
师都想方设法另谋出路，学校教学水平
也每况愈下。

“不能让这里的孩子上不好学！”近
几年来，县政府投资 1000余万元，在原
有基础上再征地8.6亩，新修了1栋四层
教学楼、1栋生活楼、1栋教师宿舍，以及
1 个标准操场和 3 个球场，教学功能室
配备齐全，还创建了乡村少年宫。

昔日落后农村学校，摇身一变成为
设施现代化的九年一贯制寄宿制学校。
教师由原来的 20 人增加到了 40 人，教
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在校学生也从原
有的200名上升至600多名。

这不是个例。去年年底，湖南省教
育督导评估组来城步，实地走访考察了
汀坪中心小学等多所乡村学校，对办学
条件的改善、师资力量的建设、素质教
育的开展等情况高度评价。在这次评估
中，城步县获评 2019 年湖南省县级教
育工作督导评估“优秀等次”，并被评为
湖南省“教育强县”。“这项荣誉来之不
易，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更是对我
们继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一种鞭
策。”罗建南深有感触地说。

课堂改革，满堂灌变学生主动学

学校硬件条件改善了，然而如果没
有好的教学质量，依然满足不了老百姓
的需求。

城步县教育局局长杨进德在多次
走进学校随堂听课时发现，很多老师的
课堂教学依旧是传统的满堂灌，学法指
导少，师生互动少，不少学生昏昏欲睡。

“必须要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向课堂要
质量！”

城步一中、茅坪中学等 9 所学校成
为课改样板校试点，探索教学方式先学

后导，课堂以学生为主体地位教师为主
导地位，学生学习方式向自主合作探究
转变，自主、合作、探究、展示、点拨、检
测等教学环节一一完善，课堂教学效益
得到优化。

在城步一中，每一堂课老师讲课的
时间不能多于 20 分钟。“这是一项硬性
规定，倒逼教师们去思考改进教学方
式。”校长杨光旺说，一开始老师们很忐
忑，不知如何着手。在多次培训学习实
践探索下，问题引导课前预习——课堂
分小组辨析讨论展示——巩固训练——
变通提升——小结的“思·辩·练·变”课
堂模式逐渐成熟，并覆盖全科目全课
堂。

老师们很快尝到了甜头：课堂氛围活
跃了，回答问题积极了，爱主动思考了，作
业完成得越来越好，成绩也提高了。

“过去几年，我们的教学质量一直
在全市重点中学排名垫底，但从 2016
年起，就一年一个台阶，今年高考一本
上线学生有 139 名，二本上线学生 252
人，学考一次性合格率大幅超过全市平
均水平，在同类学校处于领先位置。”杨
光旺说，以前学生外出求学成风，现在
外出求学的也慢慢回来了。

在位于茅坪镇的农村学校茅坪中
学，一场高效课堂改革也正如火如荼。
所有学生被分成若干学习小组，组内成
员分别担任主持、发言、补充、质疑、归
纳等职责，围绕学习任务开展自主探
究，“好学”之风蔚然。

“这样的课有趣多了，我很喜欢。”
“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还能站
上台分享，很有成就感。”……一节数学
课下课后，同学们纷纷谈起了感受。

从教 20 年的数学老师邓玉清也很
欣喜课堂上看到的变化：打瞌睡的没有
了，举手回答问题的多了，自己讲的时
间虽然变少了，但学生掌握的更多了。

为全力支持 9 所试点学校做好课
改，县教育局组织集中培训数次，受训
人数达 2000 余人次，指导各学校建立
科学完备的学校课改管理制度和师生
评价体系。“下一步，我们要在全县推广
好经验，力争通过 2 到 5 年时间，实现

‘课改示范县’目标。”杨进德说。

狠抓管理，良好氛围促一心向学

城步县学生中留守儿童占比高，不
少学校高达 80%。家庭教育的缺失，导
致不少学生没有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有
沉迷手机电游、喝酒、抽烟等坏毛病。

“家长缺位，就需要学校站出来，承
担更多责任。”杨进德说，近两年，教育
局出台一系列开展校风校纪整治活动
的文件和措施，坚持校园安全、校纪校
风一日一晨检一午检一督查，一周一排
查一记录一整改。

南山实验学校在今年秋季开学第
一天，学校安排4位理发师站在校门口，
只要有哪位学生留着奇形怪状的发型，
就现场理发，一个早上，100多名学生抖
掉萎靡，精神满满地迈进校园。

进校园督察时，杨进德连学校厕所
也不放过，只要发现一个烟头就罚校
长。这样的真抓厉行，也让全县各学校
不敢掉以轻心，校风校纪集体好转。

为彻底排除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2019年 7月起，城步县教育局全面部署
禁止中小学生携带手机进校园工作，同
时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上课、自习时间
不得携带手机进教室，不得接打手机。

将“严禁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告知
书”发放到每位家长手中，取得支持；利
用学生集会、安全教育课、主题班会课
对学生进行教育；购买检测仪器守好校
园第一道门；安排班主任每天在教室进
行检查；投资 30 余万元购置信号屏蔽
仪，每天晚上11点至早上5点对学生宿
舍进行信号屏蔽……这一系列全方位
无死角的管控，帮助无数名学生成功戒
掉了“手机鸦片”。

芙蓉学校的劳动教育基地，让学生
们体验种菜、施肥、除草、收获的喜悦；南
山实验学校将中华武术操、跑操、诵读等
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广国学经典进校
园活动；希望小学的“苗歌进课堂”，让全
校学生领略民间歌谣之美；城步三中突
出诗词教学特色，学生个个能背会写，近
3年在全国各刊物上已发表学生诗词作
品500余篇……这些丰富多彩的素质教
育活动，浸润了孩子们的灵魂，也给他们
的心灵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
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徐颖 严
畅）11 月 16 日，湘投控股集团
旗下湘投天然气投资公司与湖
南华聚鑫成清洁能源公司签署
协议，合资成立山西湘投天然
气有限公司，携手承担“晋气入
湘”重任，共同推动我省“气化
湖南工程”建设。

湘投控股集团作为“气化
湖南工程”的实施主体，在全力
推进省级天然气支(干)线建设
的同时，着力把集团建设为集
天然气输配、储存、销售与服务
于一体的省内最大的综合服务
运营商；湖南华聚鑫成清洁能
源公司是一家从事新能源技术
开发、燃气管道工程设计与施
工、分布式燃气项目技术开发
的民营企业。

根据协议，新成立的山西
湘投天然气有限公司将利用山
西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甄选更
多优质燃气项目，投资上游气
源开采与下游市场业务，开展
天然气气源销售业务与天然气

管道建设，加强湖南天然气气源保障，
巩固我省能源安全；并尽快推动两省天
然气能源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实现多方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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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刘鋆）破解医院大型成套医疗
设备进口融资难题，湖南金融业做出了新
尝试。20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银行、建
行湖南省分行、张家界市人民医院在长沙
举行“龙转贷”融资协议签约仪式，创新国
际商业转贷款模式，为医院引进远低于国
内贷款利率的购买设备资金。

“龙转贷”产品是建行与境外商业
银行、信用保险机构等金融机构深度
合作开发的跨境中长期融资产品。此
次，湖南建行落地全国建行系统首笔

“龙转贷”产品，旨在满足张家界市人
民医院搬迁后境外采购西门子等大型
医疗设备的资金需求。

在操作上，由境外中国五矿德国
公司作为设备出口商，德国信保提供
出口信贷保单支持，德国巴登-符腾堡
州银行作为境外贷款银行；境内，由湖
南建行作为转贷银行，张家界市人民
医院作为最终借款人。张家界市人民
医院院长姚媛贞说，“龙转贷”产品资
金成本低，也解决了境外采购设备的
资金支付路径的难题。

服务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湖南建
行近三年来累计投放进出口贸易融资
111亿美元，年均增速20%，保持同业第
一，与省商务厅合作共建“湘企出海+”
和“招商云”平台，创新推出了跨境快
贷、三单融等普惠金融产品。

引境外低成本资金为省内医院融资
湖南建行“落地”跨境中长期融资创新产品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郑
旋）作为省会地标和重要“窗口”，9 月
以来，长沙火车站实施东西广场及周
边提质改造项目。记者今天从长沙市
城管部门了解到，提质改造正加快推
进，其中西广场改造工程已完成90%，
年底有望全面完工，届时将为广大旅
客提供焕然一新的出行环境。

记者在长沙火车站前坪广场看到，
南北两侧售票厅和邮政大楼立面已粉刷
一新，周边地面铺上了新砖，南侧社会停
车场改造完成。火车站钟楼上的火炬塔

也修葺一新，颜色鲜艳夺目。进站口、中心
广场上仍有多处围挡区域在紧张施工。

据长沙火车站西广场提质改造项
目负责人胡鸿君介绍，此次改造分步行
广场区、中心广场区、北侧公交广场区
以及南侧社会停车区4个功能区进行。
其中，步行广场区主要进行地面铺装，
中心广场区改造包括火炬塔冲洗刷漆、
车站主楼钟楼立面改造、音乐喷泉升级
改造等；北侧公交广场区进行人车分流
改造，南侧社会停车区引进智慧停车收
费系统，车位扩容至170个。

自 1977 年建成以来，长沙火车站
先后经历多次提质改造。记者了解到，
此次改造按照“提质形象、交通优先、空
间有序、智慧广场”的原则，以西广场为
重点，对西广场约3.4万平方米、火车站
房南侧广场约1.27万平方米及周边建
筑进行提质。此外，东广场(锦泰)约5万
平方米范围、车站路人民路至八一路段
也同时进行提质改造。未来，火车站广
场将采用导视系统、智慧公交站、全场
无线WIFI，并实现广场亮化、地下管网
改造、排水系统优化等功能提升。

长沙火车站提质改造年底将全面完工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杨林）推进青风藤驯化种
植，夯实中药材产业链。在11月21日举
行的怀化中药材产业协会成立大会上，
湖南正清集团与靖州、溆浦签订5万亩
青风藤种植基地合作协议，致力打造全
国最大青风藤种植基地，为正清风痛宁
等核心产品扩大生产提供支撑。

根据协议，正清集团提供青风藤
种苗和技术服务，合作县当地中药材
种植合作社及企业提供土地和劳动

力，负责青风藤合作基地的建设、管护
和运营。此举将带动5000余农户增收
致富。早前，正清制药已在沅陵筲箕湾
镇流转山地 570 余亩，用于青风藤和
黄柏等中药材种植。

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
业，正清制药坚持“一体两翼”发展战
略：以药品为主体，往下游延伸为医
疗，往上游延伸为种植、大健康产业，
打造中医药全产业链。该公司已建成
雪峰山鱼腥草种植基地、灵芝种植基

地等，推动形成青风藤、雪峰山鱼腥
草、灵芝等为主导中药材的产业集群。

“随着青风藤驯化种植取得阶段性
进展，公司主导产品正清风痛宁的原料
将逐步减少对野生资源的依赖。”正清集
团董事长吴飞驰介绍，正清制药拥有发
明专利授权53项，开发了正清风痛宁缓
释片、灵芝口服液等多个国家级新药，正
清风痛宁产品研究成果荣获2012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迄今，逾100万人
次使用正清风痛宁产品治疗风湿病。

正清集团夯实核心中药材产品产业链

打造全国最大青风藤种植基地

湖南日报11月 22日讯（记者 宁
奎）任弼时的画册、贺龙的信件、萧克的
著作……11 月 19 日，在桑植县中国工
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
33位红二方面军后代家庭集体为纪念
馆捐献了107件历史文物文献。

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是湘鄂
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策源
地和中心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长征出发地。1935 年 11 月 19 日，红二

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县出发开
始长征，转战湖南、贵州、四川等9个省，
行程两万多里，于1936年10月到达将
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
地纪念馆位于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馆
内以大量史料，融合现代声、光、电等技
术手段，展示红二方面军的丰功伟绩。

据了解，这次捐献的文物文献经
纪念馆整理后，将对外展出。

红二方面军后代捐赠
107件历史文物文献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谢璐）
11 月 21 日晚，“聚梦星城、绽放湘江”
2020世界旅游小姐中国赛区总决赛在长
沙市望城区铜官窑古镇举行。来自全国各
赛区的37名选手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选手婷婷摘得冠军。

决赛现场，10 位历届世界旅游小
姐中国赛区冠军首次同台，她们自信、
优雅、美丽，讲述了自己投身公益事
业、为中国旅游代言等经历。随后，本
届选手汉服秀、才艺秀、泳装秀、晚礼
服秀等比赛项目轮番上演，为观众奉
上一道道精彩的视觉盛宴。

世界旅游小姐大赛是当今国际公

认的世界三大顶级选美赛事之一，进
入中国 10 多年来，已成为推介各地旅
游品牌的重要平台。

本届大赛总决赛由长沙市委宣传
部指导，世界旅游小姐年度冠军总决赛
组委会与北京多蒙国际文旅发展集团
主办，长沙市望城区委宣传部、望城区
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协办。自 11 月 17
日选手佳丽抵达长沙，已举办长沙巡游
系列活动，走进书堂山欧阳询文化园、
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靖港古镇等
地，深入体验书法、陶瓷、皮影戏等地方
特色文化，为推广湖湘传统文化、宣传
长沙城市形象起到重要作用。

推广湖湘文化 宣传长沙形象

2020世界旅游小姐中国总决赛举行

一个国贫县的教育逆袭
——城步真抓实干大力推进教育强县建设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 11 月 22 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兰）
20 日 上 午 11 时 3 分 ，首 趟 以

“南岳衡山”冠名的高铁列车
从深圳北站驶出。据悉，以“南
岳衡山”冠名高铁列车，是衡
阳市南岳区提振旅游经济的
举措之一，是南岳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打造国际文旅康养基
地的具体行动。

该列车主要运行区域为深
圳至长沙、广州至武汉、广州至
宣城，途经广东、湖南、湖北、安
徽 4 省。南岳区旨在通过这张

“流动的名片”，让更多游客进一
步了解南岳、熟知南岳、走进南
岳、体验南岳。

“南岳衡山”冠名高铁列车
首发，是当天在深圳举行的南
岳文旅推介会的一项内容。此
次推介会以“寿比南山、南岳衡
山”为主题，向特区市民推介了

“五岳独秀”南岳衡山独具特色
的文旅资源，热情邀请深圳及

大湾区游客到南岳赏雾凇看雪景、祈
福寿许心愿、看大戏逛庙会、品美食养
心性。

当天，南岳区还与深圳市旅游协
会、深圳市康辉旅行社、深圳市衡阳商
会、深圳市京武集团、深圳市博龙教育
集团等签订了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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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银杏披“金甲”
11月21日，新田县金陵镇千马坪村，一株千年银杏树犹如身披“黄金甲”，吸引众多游人前来观赏。该树高30余米，树

围11.9米，需多人展手相牵方能合抱。近年，当地政府利用千马坪村独特的自然环境、优美景观等特色资源，发展生态旅游
扶贫产业，助推群众脱贫增收。 刘贵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