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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方水土富一方人”。
靖州一心拳拳为民，思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困，一片冰心换脱贫之志；发
展蒸蒸产业，因人而异，小处着手，发展
产业小园子换来“满园春色”；新建美美
新居，多番选址，科学设计，安置点成了
名副其实的“百乐家园”。

“十三五”期间,靖州最大程度释放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红利，共完成易地扶
贫搬迁任务644户2817人，6户以上集
中安置 227 户、1015 人，分散安置 418
户 1802 人。现已全部搬迁入住，后续
发展稳定，交上了一份满意的易地扶贫
搬迁靖州答卷。

拳拳为民
一片冰心在玉壶

“易迁”是脱贫攻坚战中难啃的“骨
头”，但靖州却一路披荆斩棘，创新一项
项工作，攻克一座座堡垒——

全部搬迁对象实行“先定区域后定
人”，精准到户、精准到人；制定资金补
助办法和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实行

“封闭运行，物理隔离”；2017 年 7 月底
前，全县645户、2817人（后合并成644
户）的搬迁计划均已落实并开工，率先
在省、市提前完成了任务；连续四年，靖
州易地搬迁工作进入全省、全市一类
县；

……
荀子言：“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

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靖州
易迁工作花红果硕，得益于一名名普普
通通的“易迁人”，用“拳拳为民情怀，一

线实干担当”日夜浇灌。
“是牛也得歇一歇

呀！”靖州易迁办张学梅
回忆起主任储昌春，感叹
道。

2016 年初，储昌春
临危受命，任县人
民政府党组成员，
协管扶贫兼任县易

迁联席办主任。他时常挑灯夜读，苦练
内功，钻研政策；白天跋山涉水，深入一
线，调研实情。仅仅3个月，他和同事风
雨无阻、昼夜不分，跑遍了全县11个乡
镇的山山水水。

2017 年 8 月 25 日，储昌春在大堡
子镇岩寨村安置点察看施工进度时，不
慎被无名毒虫咬伤头部太阳穴。他虽
然疼痛，但顾不上医治和休息，连续一
周下乡入户核查，头部受感染肿大变成
了“大头胖子”。一周后，他头部、脸部
扩散性感染导致视力模糊，但为了完成
核查任务，仍坚持工作。后来同事实在
不忍心，好说歹说把他“架”到了医院。

“储主任，甘棠农贸市场太旧了，马
路市场严重，影响我们生活！”2019年，
甘棠镇安置点搬迁群众向储昌春反映
道。

调研后，储昌春向县委、县政府提
出建议，并积极向上争取，2019 年 11
月，得到省、市、发改、财政、扶贫部门支
持，将投资 1100 万元的农贸市场建设
项目列入“易地后续扶贫范围”。市场
建成后，优先为集镇上的搬迁群众提供
了600余个摊位。

有着57年党龄的搬迁户赵秀银两
次拦下储昌春的车，语气激动：“储同
志，你是我们的贴心人！”

旺旺产业
易地安置“一园春”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
也是巩固脱贫成果和筑牢返贫防线的
关键举措。靖州聚焦优势产业，依托资
源要素，既大处着眼，以园区企业就业、
入股企业分红让易迁贫困户享受全县
产业发展红利，又小处着手，为易迁户
在家门口新建产业小园子，让产业扶贫
带贫“带得准”“带得稳”“带得久”。

2017 年，杨昌生从偏远山区新街
村，搬迁至藕团乡集镇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他发现居住的藕荷新苑附
近土质好，很适合烤烟种植。响应党委
政府“家门口新建产业小园子”的号召，
他当年就撸起袖子、甩开膀子，承包了
30亩土地发展“烟叶种植园子”。

“一缺资金、二缺技术，怎么办？”杨

昌生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心忧发展。
帮扶干部和易迁工作人员了解到情况
后，为他协调办理产业发展贴息贷款5
万元，并联系烟站技术人员上门指导服
务。随后，杨昌生聘请安置点 10 户 30
余人，在烟田里忙碌起来。

当年，他的烤烟亩产 320 斤，年收
入约14万。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安置点
的易迁户也纷纷建起了“烟叶种植园
子”。今年，又有5户加入种烟大军，烤
烟种植面积发展到300亩，成为藕荷新
苑前景喜人的支柱产业。

渠阳镇源龙村张贻勇是靖州第一
批易地扶贫搬迁户。他一家人世代以
种粮为生，家里的几亩薄田只能勉强维
持温饱。2016年，他家从道路不通、水
电不便的窝棚，搬迁到了2组团寨宽敞
明亮的新居。家变亮敞了，追求更好生
活的心也明朗起来。

回想当年，张贻勇说资金是他致富
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好在有易迁干
部和帮扶干部，帮他申请了5万元贴息
贷款，才有了他家8亩金秋梨。

收获了第一桶金后，张贻勇又种植
了7500余株优质杨梅和10余亩中药材
黄精。现在，张贻勇家的“园子”可丰富
了——金秋梨、淡水鱼养殖、中药材、优
质杨梅……

像杨昌生和张贻勇一样，全县 644
户易地扶贫搬迁户都新建或扩建了10
至30亩的特色产业“小园子”，园子内的
产业“满园春色”，院子外的日子也“春
意盎然”。

美美新居
安居乐业换新颜

平茶镇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有个好听的名字“百乐家园”。“这是我
们易迁户给取的名，因为我们真的是安
居乐业了！”平茶村村民石明辉指着小
区大门，笑意溢出了眼眶。

2017 年 3 月 24 日，包括石明辉在
内的 24 户共计 109 名贫困群众住进了
宽敞明亮的新房，他们吹起了芦笙，跳
起了舞。

虽只有初中文化，但石明辉写下了

一副对联“享惠政易地搬迁今朝举家喜
迁新房宇，沐党恩产业后扶助我早日致
富奔小康”，横批为“安居乐业”。这与
他原来贴在旧房子的对联形成鲜明对
比。“原来住在穷山沟沟里，进出不方
便，只能靠种地生活，一天又一天，一年
又一年，生活贫困没有变化。”每年他都
贴春联，希望生活越来越好，却一次次
心愿落空，于是石明辉就有点戏谑、有
点自嘲地写下了“年年盼生活犹如那芝
麻开花节节高，无奈何日子依然是外甥
打灯笼照旧”，横批为“又盼来年”。

原本以为只是走走过场的扶贫，却
是动了真格的扶真贫，让他们109名贫
困群众住进了100平方米或125平方米
的套房，出门就是花园，房后就是农贸
市场，走几步就到进城马路，小学初中
就在附近。石明辉还用儿子因工伤获
赔的3万元入股了无花果种植合作社。
合作社是产业扶贫项目，与湖南新球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无花果“代
种包收”协议，由公司提供种苗、技术，
并按每斤不低于4元的价格保底收购，
同时，政府按照每亩 1000 元的标准进
行补助。

入住新家，也让新山村村民陈利凡
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说：

“太感谢，感谢党和政府让我们再也不
用担心泥石流，担心房子会塌。”她说，
住进新房，终于在下雨的晚上睡了个囫
囵觉，住得安心了，日子越过越好。

在靖州，像石明辉、陈利凡一样搬
迁到靖州坳上、大堡子、甘棠等16个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的贫困户有227
户、1015人。

当初为了让贫困户住得舒心，易迁
工作人员多番调研，几易其稿，才确定
了搬迁选址和户型设计规范意见。他
们组织编写了《靖州易迁图集》，将少数
民族元素与现代建筑元素有机结合，形
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10套搬迁户型。

如今，易迁户在乡镇就住进了“城
市小区”，小区花园、健身器材等应有尽
有；家门口就业就走进“扶贫车间”，照
顾得了家庭赚得到红票子。从“又盼来
年”到“安居乐业”，一个个易迁集中安
置点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乐家园”。

从“又盼来年”到“安居乐业”
——靖州易地扶贫搬迁掠影

“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我们新
村，就是踩着这些门板过了钟水
河，这一块块门板就是一本本活
的历史书。”12月26日晚，在蓝山
县土市镇新村文化活动中心，红
色志愿小分队成员李志坚用智慧
党建显示终端播放微党课视频

《一块门板》，为村民讲红军长征
的故事，受到村民称赞。这是该
县组织红色志愿小分队开展“红
色教育在永州”学习活动的一个
缩影。

蓝山县大力推进“红色教育
在永州”学习活动，通过建设红色
阵地，组织红色志愿小分队宣讲
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打造红
色名片，推动红色文化走进千家
万户。

建强红色阵地

仲冬时节，在蓝山县土市镇
新村钟水河畔的中国工农红军曾
经渡过的渡口，一群游客在标有
红军长征路线方位图的栈道上边
徒步边录制抖音短视频，体验重
走长征路。

1934 年 8 月、11 月，红六军
团、红三军团、红一军团先后过境
蓝山县土市新村渡口，村民拆下
家中的门板搭设浮桥帮助红军渡
河，书写了“军爱民、民拥军”的军
民鱼水情，新村渡口被人们称为

“红军渡”。2015年以来，该县整
合资金1000万元重修新村“红军
渡”、红六军团指挥部旧址、红军
首长临时住所等，建设红色阵地，
打造党性教育基地，并组织党员
干部重温红军长征精神，接受思
想洗礼。如今，焕然一新的“红军
渡”已成为游客争先“打卡”的红
色新地标。

“我们利用红色阵地开展红
色教育，村民的法治意识增强了，
心更齐了，发展的劲头更足了。”
土市镇党委书记唐建伟介绍，新
村党支部组织红色志愿小分队线
上线下宣讲红色文化故事，带火
了村里的红色旅游产业。目前，
新村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乡村
振兴铺开了崭新画卷。

保护红色遗址，刻不容缓。
近年来，蓝山县多方筹集资金，先
后对塔下寺烈士墓、新村红色遗
址、楠市红军标语墙等进行修缮，
新建了革命烈士陵园和红军长征
博物馆，构建红色阵地矩阵，推动
红色教育。红色阵地引来游客如
潮，推动了红色旅游发展，土市新
村、塔下寺、云冰山五号哨所等多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受到游客青
睐。

该县还整合“智慧蓝山”、远
程教育、“一门式”服务等资源，建
成集党建管理、远程办公、视频会
议于一体的“智慧党建”平台，把
业务管理、学习培训、信息服务、
资讯交流、调度监督等功能搬到
网上，推动党建线上线下相互融
合，工作效率大幅提升。2020年
疫情防控期间，该县通过“智慧党
建”平台向党员点对点发送防疫
知识短信10万多条，组织党员志
愿者远程报名参加社区疫情防
控，并对“一门式”服务操作员进
行远程在线培训，推动党建工作
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目前，
该县“智慧党建”平台已覆盖全县
14个乡镇、223个村（社区），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注册率达 90%以
上，成为该县联系党员的网络红
色阵地、服务群众的网络红色窗
口、学习培训的网络知识平台。

传承红色文化

“看，我们村上学习强国了！”
在蓝山县土市镇新村，党支部书
记李祖多在“学习强国”上点开微
党课视频《一块门板》，兴奋地告
诉村里的乡亲。

前不久，李祖多和乡亲们一
起参加了县委组织部根据新村

“红军渡”的真实故事制作的视频
微党课《一块门板》拍摄，网上反
响热烈。接着，县里一鼓作气又
拍摄了《一担箩筐》《一个宗祠》两
个视频微党课，李祖多和乡亲们
每天冒着严寒早早起床参加拍
摄，传承红色文化。村党支部还
收集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水壶、水
杯、马灯、大刀等红色物件，开办
红军长征博物馆，供游人参观，体
验红色文化。

新村“红军渡”作为蓝山县一
张闪亮的红色文化名片，近年来
知名度不断提升。县委组织部和
党校根据红军长征在蓝山的真实
故事联合开发了《长征精神 永放
光芒》《一块门板的故事》等6堂精
品党课，并拍摄了 3 堂视频微党
课，将课堂教学、现场体验教学和
线上教学有机结合，把党性、党

史、党风、革命
传统和爱国主
义教育融进课
堂，让全县近2
万名党员干部
感受红色文化
的魅力。

“ 翻 开 这
本 书 ，红 军 在
蓝山的故事便
一 目 了 然 ，对
我们研究蓝山
的 红 色 文 化、
讲好蓝山红色
故事有很大帮
助。”红色文化
爱好者刘健鹏
手捧红色旅游
文 化 丛 书《红
军 长 征 在 蓝
山》，爱 不 释
手。

近 年 来 ，
蓝山县组织专
家深入一线调
研、采 访 蓝 山
红 色 遗 址 ，历
时两年编写了
近 20 万 字 的

《红 军 长 征 在
蓝山》一书，一
经印刷就被红
色文化爱好者
争 先 传 阅、收
藏。该县还组
织专家采访蓝
山抗日老兵及
其后代，编写了《蓝山抗日英雄
谱》。结合校本德育课“美心课”，
组织专业教师团队制作红色文化
课件，将红色教育列入全县中小
学校课程教学。成立红色志愿小
分队，通过播放微视频、表演文艺
节目、举行红色故事汇、录制抖音
等方式向村民宣讲红色故事。组
织党史专家和红色文化爱好者走
进企业、医院、机关、学校、党校等
地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推动红色
教育“六进”，让红色文化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

2020 年，该县结合各类党
员、干部培训开设红色党课 200
多期，参学人员达1万余人次，红
色教育实现规模化、常态化。

铸牢红色之魂

“村里要彻底摆脱贫困，还得
多发展扶贫产业。”仲冬时节，蓝
山县毛俊镇双河村，镇人大主席
廖雪飞住进村，围着炉火与村支
两委干部商量新一年的增收计
划，描绘乡村振兴蓝图。

2020 年，经廖雪飞牵线搭
桥，省级深度贫困村双河村引进
土鸡养殖项目，通过卖土鸡和土
鸡蛋，村集体年底增收 10 余万
元，脱贫攻坚迈出了新路子。综
合分析市场行情后，廖雪飞建议
党员干部在继续管护好中药材
和猕猴桃基地的同时，组织群众
因地制宜发展生姜种植，拓宽增
收门路，得到干部群众一致赞
同。

近 年 来 ，蓝 山 县 创 新 实 施
“2468”干部住村制度，即县处级
干部每月住村2天、正科级干部住
村 4 天、乡镇党委书记住村 6 天、
乡镇干部住村8天，引导党员干部
住农家、解难题，发扬红色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铸牢红色之魂。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头走进
最偏远、最艰苦的深度贫困村，与
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党的
政策，听取群众诉求，推动解决一
批“老大难”问题。广大党员干部
深入脱贫攻坚重点村、难点村，走
进田间地头听民声、帮民富、解民
忧，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用心用情
服务群众，当好政策理论宣讲员、
基层党建指导员、矛盾纠纷调解
员、脱贫攻坚战斗员、社情民意信
息员、科学发展引领员。三蓝大
地，党员干部进村入户访民情、助
发展、拔穷根蔚然成风。

该县 2000 多名党员干部住
村 服 务 群 众 ，践 行 红 色 使 命 。
2020年，该县党员干部为群众开
展扶贫培训 300 余场次，培训群
众6000多户，采用“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建立和巩固农民
专业合作社 361 个，推动群众脱
贫致富。目前，该县6760户贫困
户27571人已全部脱贫。

蓝山县委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将设立中国工农红军新村渡
口管理所，建设一批乡村红色文
化博物馆，申报一批红色美丽村
庄，编写红色教育系列丛书，让红
色文化成为铸魂育人的精神动
力。
（杨雄春 余席富 骆彪 李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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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
安全生产工作优秀单位的湘乡市，今年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该市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失职追责”原则，层层压实各部
门防控主体责任，明确部门防汛抗旱、
防灾减灾、森林防火、地质灾害防治等
责任。在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
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职责的基础上，做到统一管理调
度，推动了全市应急管理工作的高效运

行，实现真正“一体化”运作。在全市逐
步建立由应急管理部门牵头，公安、自
然资源、水利、交通、气象等部门联合会
商联动体系，及时做好灾害天气监测预
警预报和水旱灾情应对工作，有效调度
各类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严防各类灾害
扩大化。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应急管理和安
全生产工作，今年以来，湘乡市委书记
彭瑞林、市委副书记、市长周俊文主持
召开了14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

作，及时传达落实了国、省、湘潭市各级
安全生产会议、文件及领导指示批示精
神，分析安全形势，解决突出问题。全
市各级领导召开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调
度部署会40余次，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
查120 余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成立了湘潭市首个县级安全生产专
家库。投资 1600 余万元，建成安全生
产综合监管信息化平台，初步实现省市
县乡四级互联互通。通过广泛开展平
安农机、平安校园、平安医院等创建活

动，积极开展安全生产示范乡镇创建活
动，形成全市动员、全民参与、全社会支
持的新局面。推动了应急管理、公安、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
信息系统深度融合，逐步实现全市安全
生产信息系统“一张网”，让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湘乡将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
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
治责任，以更积极的态度、更坚定的决
心、更有力的措施、更扎实的作风，开创
湘乡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新局面。”湘
乡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平如
是说。 （杨林海）

强化应急管理 守护人民安全
——湘乡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迈上新台阶

东安自古人杰地灵，德武兼容的文
化底蕴浓烈而厚重。

近年来，东安县总工会以党建为引
领，用丰富多彩的本乡文化搭台，把基
层组织扎根于社区，唱响了一曲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的英雄赞歌。

舞台进城乡 助力脱贫攻坚

“大家好，我叫易平宏，现在花桥镇
刘阳驻村扶贫工作。今晚，我将通过一
个亲身体会和感受来汇报和分享关于
养蜂脱贫致富的扶贫故事。”

10月30日，一场主题为“东安书声
香 脱贫工力量”的全县“湘”见全面小
康读书分享会，在县城和谐文化广场上
的职工文化大舞台拉开序幕。

易平宏是县农业农村局的一名普通
党员，他亲自将两年来刘阳村的变化和
自己的扶贫故事《科技养蜂致富路 脱贫
攻坚奔小康》写成了文章拍成了视频，并
搬上了此次读书分享会的舞台。

刘阳村是县乡村振兴示范村，环
境优美，民风朴实。早在上世纪 80 年
代，刘阳村就开始引进箱式养蜂，但初
始规模小。扶贫工作队来了以后，箱式
养蜂成为了该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科技强则产业强，由于防病方法科
学，蜂群发展分箱快。但今年受疫情等
原因影响，几百斤蜂蜜滞销。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易平宏马上号召朋友和后盾
单位集体购买，不到几天蜂蜜就销售一
空。

目前，全村共有中蜂养殖户 60 多
户，其中贫困户 30 多户，养蜂 2000 多
箱，年产蜂蜜1万多公斤，户均增收2万
元。整村全员脱贫出列，走上了脱贫致
富奔小康之路。

在读书分享会现场，台下好几千的
观众都被易平宏分享的扶贫故事吸引，
被他们养蜂的视频所折服，都表示以后
买蜂蜜要到刘阳村去，肯定能买到正宗
的农家蜂蜜。

近年来，东安县总工会以党建为引
领，唱响“中国梦 劳动美”时代主题，引
领职工听党话跟党走。

通过定期搭建的职工大舞台，讲好
了一个个脱贫致富的精彩东安故事。

两年来，职工文化大舞台开展全县
性大型活动 10 余次，在社区小区等开
展小型文化活动60多次。文化“五进”
即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进
社区活动 100 场次，参与活动 8000 多
人次。

一个小小的舞台，为东安县全面决
战决胜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磅礴精神动力。

工会进小区 温暖千家万户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组织建
设有活力，党建工作就有了源头活水。

“自从小区里建起工会，不仅解决
了许多老大难问题，还带来丰富多彩的
活动。”8月底，在东安县城雍景园小区，

退休职工蒋琪生感慨。
近年来，为更好地服务职工群众，

东安县总工会将工会服务端口“前移”
至居民小区。

2018年5月起，县总工会在7个重
点小区组建工会小组，进一步缩短工会
和职工间的距离，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零
距离送进了千家万户。

从去年起，白牙市镇7个重点小区
建立了工会小组，由小区党支部书记兼
任工会小组组长，工会会员或志愿者担
任组员，定岗5～7人。

近年来，东安县坚持党建工作与工
会工作“同频共振”，同步谋划、同步推
进。通过党建引领加强城市基层工会
组织建设，使基层工会更有生命力。

截至目前，东安县总工会已在县城
锦豪雍景园、工业园小区、田园都市、御
江苑、翰林名邸等重点小区统一布置了
工会宣传阵地和职工活动室。

每个小区设立一个“就业驿站”“爱
心超市”“康养中心”“爱心托管班或兴
趣班”“职工之家”“职工活动室”“职工
书屋”等，配备了一批娱乐健身设施，每
个职工书屋藏各类图书2000册以上。

党工融合搭舞台建工会，架起了党
群连心桥，温暖了一座城。

（潘尚荣 张建平）

小舞台转动大能量
——东安县总工会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