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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田里的黑皮冬瓜富了贫困村
本报长沙讯 八月盛夏，在凤凰县新岩村的
田间地头，随处可见一排排黑皮冬瓜，硕大饱满，
昂首挺立地在迎接“丰收”的到来。村口的路边，
停靠着一辆辆外地大货车，村民们正在将刚采收
的黑皮冬瓜为外地客商装车，忙碌的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
“如今晚饭过后，村民们都能有地方去跳广
场舞，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另外以前可能有
部分村民都游手好闲，现在都积极发展产业，努
力给自己家庭增收。”凤凰县委宣传部驻新岩村
第一支书龙磐说。
2017 年初，龙磐作为县宣传部新录用不久的
年轻干部，怀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工作激情，主
动请缨来到新岩村开展驻村扶贫工作。这里自
然条件比较恶劣，旱涝无常，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缺乏良好保障。早年间，道路运输困难。驻村后
的第一件事，龙磐便积极向县相关部门争取硬化
项目资金 100 万元，道路安保资金 40 万元，做起
了修补村组之间交通动脉的“外科手术”，整个项
目于 2018 年底全部竣工，实现了全村寨寨通水泥
路的攻坚目标。
生活环境有了改善，如何让村民们真正富
起来，也成了龙磐心头的一件大事。2017 年，在
后盾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他和村支两委决定先
行示范基地推进 100 亩，随后又采用“合作社+
农户+经销商”经营模式，说服 33 户村民报名参
与，建设育苗大棚 12 个，将冬瓜的种植规模扩
展到了 200 亩，并成立了鑫园生态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仅一年时间，不仅种植户获得了丰产
丰收，村里集体经济也挖到了第一桶 5 万元的
资金收入。
2017 年底，该村实现弯道超车，完成了贫困
村出列。到 2018 年秋季，新岩村的冬瓜产业再次
迎来大丰收，当年冬瓜产业总产值 120 万元、纯
收入高达 80 万元。
2019 年，龙磐又带领村民走上了产业经营多
样化的道路，在进一步扩大冬瓜种植规模的基础
上，又新完成了甘蓝产业 200 亩，桑树种植 280
亩。提起新岩村下一步计划，龙磐坦言，在进一
步抓好产业的同时巩固好脱贫成功，严防“脱贫
又返贫”现象。
“我们打算给黑皮冬瓜申报绿色食
品，打造品牌效应，增加经济效益，让老百姓的生
活越来越好。
”
记者张沁 实习生任弯湾 李佳美

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划共计1626个；
省内不少高校有缺额

湖南省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一批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划（部分院校）
院校代号

本报长沙讯 8 月 23 日，湖南
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 2020 年普通
高校招生本科一批征集志愿国家
任务计划，共计 1626 个。
8 月 24 日 8 时 至 18 时 ，湖 南
高招本科一批投档落选的考生可
填报征求志愿。建议考生在填报
志愿时，务请参阅招生政策、高校
招生章程（包括学费标准、办学地
点、办学类型及录取规则）等相关
规定。
从公布的计划来看，不少省
内高校有缺额。文科吉首大学有
23 个，湖南文理学院有 13 个，湖
南 理 工 学 院 有 10 个 。 理 科 湖 南
文理学院有 59 个，湖南理工学院
38 个，南华大学 42 个，湖南中医
药大学 14 个。省外高校中，北方
民 族 大 学 有 183 个（只 招 少 数 民
族），西 北 民 族 大 学 理 科 有 82 个
（只招少数民族）。
按 照 政 策 规 定 ，外 省 农 林 、
航海、地矿等本科院校和在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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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若线上生源不足，可按考生本
次填报的征集志愿从高分到低
分降分投档，降分幅度控制在本
批 次 录 取 控 制 分 数 线 下 20 分 之
内(其中体育类专业的文化最大
降分幅度为 14 分，专业最大降分
幅度为 6 分)。
按征集志愿的直接志愿投档
后仍不满额的院校，由计算机从
服从调剂的考生中按分数由高到
低随机补投一次。有效生源仍然
不足的院校（含征集志愿投档线
高于批次录取控制线的院校），在
该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内（含政
策规定的降分），继续按征集志愿
的直接志愿从高分到低分平行投
档，不再按征集志愿公布的投档
线控制投档。部分院校对成绩
（含单科成绩）、身体条件（身高、
视力、色觉等）有特殊要求，请考
生务必注意学校招生章程中的有
关要求。
记者李柯夫

“湘融湘爱”
·心系农民工

院校名称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南华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
吉首大学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
吉首大学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南华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吉首大学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
衡阳师范学院

科类

计划数

文史类
文史类
文史类
文史类
文史类
文史类
文史类
体育(文)
体育(文)
体育(文)
理工类
理工类
理工类
理工类
理工类
理工类
理工类
理工类
理工类
理工类
理工类
理工类
理工类
理工类
体育(理)
体育(理)

1
1
2
1
2
23
16
4
2
2
1
1
14
42
3
2
43
23
38
59
11
680
19
1
2
4

备注
追加计划

追加计划
含追加计划
追加计划
含追加计划
追加计划

含追加计划
含追加计划
含追加计划
追加计划
追加计划
含追加计划
含追加计划

追加计划

走近特色文旅小镇

漂泊的农民工有了
“避风港”

乘坐热气球带她去看日出日落

护航脱贫攻坚

长沙高新区目前筹集公租房房源11121套

热气球、
助力滑翔伞……晨报记者走进新宁县崀山镇打卡网红项目

本报长沙讯 阳桂荣从桂林来长沙务工
十一年，他说不想家是假的，但在长沙总有一
种被关照的感觉，
所以决定留下来。
阳桂荣从事 IT 方面的工作，他入住公租
房“麓城印象”长达两年。由于长沙高新区对
外来务工人员都十分照顾，所以当公租房政
策投入使用时，园区立即联系到了其所任职
企业，为公租房迎来了包括阳桂荣在内的前
期住户。
阳桂荣告诉记者，申请时需要满足连续
缴纳三个月社保、无房证明及企业签订劳动
合同三个条件，随后提交相关材料。很快，高
新区相关部门回复，
申请通过。
入住公租房之前，阳桂荣一直住的是单
位的集体宿舍，还是分上下铺的。虽然离公
司也很近，但一间宿舍仅有三十多平方米，有
空间限制，生活也没那么自由。
而公租房却是两居室结构，面积也翻了
倍，多达 59.8 平方米，租金只要八百多元。加
上 1.5 元/月的物业管理费及水电费，阳桂荣每

本报记者易思含 邵阳报道

纪委
“回头看”
，
贫困户开起农家乐

月在住房上支出的费用不到一千。阳桂荣表
示，经济因素是促使他考虑搬进公租房的首
要原因。
去年，阳桂荣和妻子有了小孩，公租房让
他有了配置齐全的宽敞的家，能更好地照料
孩子。特别是当远在广西的父母想要来探望
孙子的时候，有了个落脚点，不至于无房可
住。阳桂荣说：
“ 公租房给了我一种家的归
属感。”
为什么会选择长沙而不是桂林扎根生活
时，他说：
“ 挺想家的，不过现在工作安稳，一
家人住得安心，在这里还能体会到被关照的
感觉。”如今的阳桂荣，不仅有了房子，去年还
用积蓄买了一辆小车，每天早晨只需开车五
分钟就能到达单位，晚上也能吃上妈妈或妻
子精心准备的饭菜。傍晚过后或周末，他还
能带上父母和妻子，抱上小孩，去梅溪湖边玩
玩沙子，一行人散心。他说：
“两年前，没想到
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
记者李琼皓 实习生粟雅婷

数据

公租房的平均入住率达96%
随着长沙市高新区以迅猛之势向前迈
进，其用工需求量随之加大，农民工等务工人
员住房保障的问题，便亟待我省政府相关部
门解决，
以吸引更多、留住更多人才。
2010 年底，长沙高新区在全省率先启动
公租房建设。至今，高新区共计筹集公租房
房源近 48 万平方米，11121 套。共运营管理的
公租房项目 7 个，包含自建类项目 2 个，即麓
城印象和尖山印象，归集农民安置余房项目 4
个，园区企业自建公租房项目 1 个。目前达到
入住条件的公租房房源 8869 套间，可出租面
积 33 万平方米，入住约 10000 余人，平均入住

率达 96%。
据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说，园区提供住
房保障的人群不仅包括中低收入家庭，也包
括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新毕业大学
生、外来务工人员等中间收入者。
负责人介绍，麓城印象公租房附近至今
已开通了 18 路、201 路、251 路等十余条公交路
线，出行相当便利；配套上，除了虹桥小学等
中小学校日益建设兴起，步步高梅溪湖新天
地等生活配套日益丰富外，周边还特别引进
了餐饮店、培训学校等商铺。对务工人员来
说，是生活质量的保障。
记者李琼皓

2018 年，阳桂
荣入住高新区公租
房“麓城印象”。他
是桂林人，来长沙
务 工 从 事 IT 方 面
的工作，已经待了
十一年。
图/受访者提供

七夕节到来之际，带上伴侣，在崀山热气
球上，迎着朝阳相拥，向着晚霞耳语，成了一
些游客的选择。
日前，2020 年省十大特色文旅小镇获授
牌，新宁县崀山镇入选其中。8 月 23 日，崀山
镇石田村热气球和助力滑翔伞项目正式开启
第一天运营，引来不少游客。
“我喜欢飞行，对于我自己来说，飞行是
生活中的阿司匹林。”23 日上午十点，隆旨正
已经反复控制热气球起落两个小时。隆旨正
是邵阳人，由于喜欢飞行，特地来到崀山景区
从事热气球相关的工作。而在当天，这个钩
住“驾驶员”隆旨正的热气球，同样也钩住了
每一个游客的心神。

在热气球上看日出日落
23 日的上午，风是轻柔的。这样温柔的
风速为热气球升空助力。
隆旨正不断给热气球“点火”，来控制热
气球在高空中的平衡。火苗伴随阳光，高温
和美景的体验同时传递给游客。热气球的四
周被四根绳子拉扯着，隆旨正表示，这是确保
安全的措施，确保热气球在空地范围内运行，
并且在下降时，由周边工作人员拉着绳子帮
助降落。
热气球的设置让游客感知到安全，隆旨
正细致的细节把控和耐心的沟通，让游客在
高空感受到安全感。
李女士通过手机，不间断记录着升空、停
格和降落。
“ 以前朋友总调侃我长得不高，在
这热气球上，我明显感受到高处就是好，空气
都清新了很多。
”她说。
其他游客的感受也同样很棒，在他们的
描述中，热气球下面稻田里彩色的颜色是充
满生机的，大面积的植被覆盖和乡村的宁静
安谧，钩住了每一个游客的心神。
热气球旁边还设有动力滑翔伞项目。当
天也是第一天营业。工作人员介绍，滑翔伞
项目建设成本低、环境污染小、体验性强，容
易开展和普及等特点，崀山风景名胜区面积
宽、风景美、交通线长，非常适合开展滑翔伞
空中运动体验项目。
“动力滑翔伞更加刺激，速度快，人数少，
可以任你选择方位前进，无死角全方位看景
色。热气球的定位本来就不是刺激，更多的
还是浪漫，满足女朋友对浪漫的无限需求，可
以带她在日出、日落时各打卡一次，也可以在
热气球上疯狂拍照。”
游客龙先生说。

民宿里体验
“向往的生活”
崀山镇带给游客的礼物不仅仅是高空飞
行的刺激和浪漫体验，
还有
“向往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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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崀山乘坐热气球。图/记者易思含
杏林小院是崀山镇特色民宿之一。民宿
以院子内 32 棵银杏树命名，银杏树下三两吊
床为客人提供休憩场所。杏林小院坐落于半
山腰上，透过阳光，森林林影斑驳，深深浅浅，
浅浅深深，都是大自然的颜色，白天可观日
月，夜晚可观星辰。
为了充分体验慢生活，崀山杏林小院特
色民宿陈贻斌介绍，民宿在青山绿水间，接近
周边每个旅游景点，是一个提供给来往游客
选择的好住宿点。
“民宿有三层，共七间房间，
房间类型有亲子床、木制床还有榻榻米，综合
考虑每个年龄阶段的游客。”为了充分让游客
享受田间美景，民宿还提供了一系列配套设
施，比如鱼塘、养蜂场、葡萄园等。
杏林小院的一楼还储备了一个小型酒
窖，记者了解后得知，崀山的民宿多备有酒
窖，冬暖夏凉。戴顺友的戴先生民宿，酒窖主
要以脐橙酿酒为主，他说，尤其在夏夜，小酌
一杯，交友谈心，是很多人心之向往，并且提
供给游客选择的种类也丰富。
戴先生民宿的独特在于结合民俗风情的
木房子建筑。在他看来，深度体验式民宿对
于游客来说，会更加在意和宠爱。
“在这里，可
以给学生进行研学，孩子们在农场进行体验，
果蔬采摘，近距离观察屎壳郎，体验劳作的同
时，还可以丰富他们的课外知识。”
戴先生民宿的房间不大，对此，戴顺友表
示，这是希望把活动空间扩大，让游客能更多
和大自然相结合，
每间房前都会有提供观景的
懒人椅。刚爬山回来的陈先生一家感叹，
坐在
这里，视野所及随手一拍都是一幅山水画，待
在这里，
能够看见山间美景的地方太多了。

广告招商热线：
0731-85572288

发行投诉热线：0731-85573388

本报湘潭讯 作为湘潭韶山市韶山乡黄田
村曾经的一名贫困户，刘建平的日子这几年变化
非常大。
她的丈夫是残疾人，两人靠打零工为生，无
固定收入，一家几口开支大，日子过得紧巴巴。
2019 年，村里的扶贫干部刘喜坤考察到刘建平家
比较适合接待学生旅游团，主动联系帮其开了一
家农家乐。为支持刘建平在家就业，村书记、村
主任开会研究，决定先垫资支持她创业，大家也
一致举手同意这一扶贫举措。
“刘建平虽家贫，但思想不落后，厨艺好，环
境卫生也搞得好。”黄田村村主任赵贱林说，村
里这几年通过发展研学旅游，带动贫困户脱贫
致富。
赵贱林所说的黄田村可不简单。2015 年，
黄田村被提名为“中国十大美丽乡村”，2016 年
又被列入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和新农村
建设实事村，2017 年荣摘首届“中国美丽乡村百
佳”桂冠。
走进黄田村，灰瓦、白墙、红窗的江南民居建
筑风格让人眼前一亮，以“德孝文化”为主题的美
丽屋场，与韶山乡“红色圣地、绿色家园”的发展
理念高度一致。
一时间，黄田村的“德孝文化”声名远播，不
少省内外学生团队纷纷前来，在黄田村感受“二
十四孝”等传统美德。源源不断的游客为黄田村
带来了经济效益。为了留住游客的脚步，2018 年
6 月，黄田村成立农家乐协会，协会成员 42 户，其
中贫困户 4 户。村支两委引导会员办理经营许
可证，并按要求在原址上打造特色民宿以留下更
多过夜游客。
赵贱林介绍，通过与村民代表沟通，从村民
手中流转了 60 亩林地，专门用于研学教育基地
的打造，除了让游客感受“德孝文化”，体验农耕
活动、农田摘菜、烧烤露营、篝火晚会，还能进行
拓展训练等，
可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
“2019 年正式与研学机构签订合同，接待学
生 23 批 1 万多人，农家乐农户收入 50 万元，村集
体创收 6 万多元。”赵贱林说，这一举措带动黄田
村 20 余人就业，
帮助 4 户贫困户脱贫。
脱贫成果来之不易，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各行各业特别是旅游业备受冲击，好不容易脱
贫的村民收入减少。防止贫困户脱贫返贫，成
为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而纪委通过“回头
看”，在政策落实监督上精准发力，确保贫困户
不返贫。
“贫困户脱贫后还须‘四不摘’，通过‘回头看
’，让政策落地落细落实，确保对每一户脱贫户
‘扶上马送一程’。”韶山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
委主任罗杰说，市纪委健全工作链条，护航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确保韶山涉旅产业就业的贫困户
不产生返贫风险，巩固好韶山市率先全面消除绝
对贫困的成果。
记者王欢 通讯员冉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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