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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8月23日讯 （记 者
兰绍华 通讯员 马 珏 曹良海）
8月18日至20日，各地游客来到隆回县
虎形山瑶族乡和小沙江镇，与花瑶同胞
共庆传统节日“讨僚皈”。

隆回县旅游资源丰富，景点众多。
除了虎形山花瑶风景区，还有望云山、白
马山、魏源故居、魏源湖国家湿地公园、
滩头古镇、狐狸岛生态园等旅游景点。

近年来，该县坚持“商旅活县”发展
战略，围绕“打魏源牌、举花瑶旗”发展
思路，加强对各景点的生态保护，融合
产业、文化、旅游功能，培育文明乡风、
淳朴民风，加大对小城镇建设的投入力
度，抓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建设，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隆回的大美风光引来了
八方游客。

该县将旅游与扶贫相结合，引导虎
形山瑶族乡崇木凼村等4个省、市旅游
扶贫示范村成立旅游企业，与贫困户签

订帮扶协议，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同
时，该县积极开拓旅游市场，推进旅游
品牌和旅游线路创建，将鸿利金银花生
态园、守拙园创建成省五星级乡村旅游
服务点，将周旺镇斜岭花海创建成省四
星级乡村旅游服务点，并编制了隆回赏
花线路3条、旅游扶贫线路2条、精品旅
游线路5条。

今年，该县抓住“美丽中国·全域旅
游年”和全市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年的契
机，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花瑶景区项目
计划投资 7600 万元，目前已完成投资
额 4250 万元，并已完成崇木凼景区创
3A 方案设计，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市级重点建设项目龙瑶幽谷花卉
生态观光园建设项目，计划投资 10.67
亿元，目前已完成花卉观光园及游步道
的建设，自驾车营地即将完工。此外，
桃源古镇、桃花坪农博园、狐狸岛等旅
游建设项目也在火热建设中。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营销力度不
断加大。今年上半年，隆回县组织花
瑶表演队赴泰国曼谷参加“锦绣潇
湘 走进东盟”湖南旅游推介会，展示
花瑶文化风采，备受关注。在我省春
季乡村旅游节上，隆回县布置了专门
展厅进行宣传推介。该县成功举办

“5·19 中国旅游日”宣传活动，通过举
办传统节庆活动和拍摄电影《你必须
绑架我》，大力宣传隆回旅游资源。魏
源故居景区开展了“古风新韵春天里”
赏花活动，参与了全省“你学法、我送
票”活动。此外，该县开展了 2018“美
丽隆回”旅游摄影大赛暨景区景点故
事征集活动。

“商旅活县”发展战略持续推进，有
效盘活了隆回的旅游经济。今年1至6
月，该县共接待游客98.6万人次，同比
增长20.2%；实现旅游总收入6.16亿元，
同比增长20.3%。

打魏源牌打魏源牌 举花瑶旗举花瑶旗

隆回“商旅活县”盘活旅游经济

8 月 18 日，300 多名身着橙色队服
的武冈微型马拉松队员集合在云山露
营基地，开展“第12个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行动日”暨“健康中国行·湖南武冈
站”首站启动仪式，宣传“科学健身，全
民行动”，倡导“日行一万步”“食动平
衡”等健康生活理念。与此同时，在武
冈市区灯光球场和思源篮球馆内，32支
队伍、近500人参与的武冈市职工篮球
赛进入白热化的小组争夺赛，“加油！
加油！”的呐喊声响彻古城上空，吸引了
上万观众前来观看。这是武冈老少男
女齐上阵，“十八般武艺”赛本领，全民
健身嗨翻天的缩影。

在古城武冈，如今随处可见男女老
少齐参与健身的生动画面。在王城广
场、防洪堤以及小区的空坪隙地，每天
晚上都有大批居民聚集在一起学跳健
身舞、交谊舞。在王城公园、步行街、小
区的绿荫处，时常有老年人在散步、练
太极拳等。在素称“大成拳之乡”的大
甸等农村乡镇，村民们学练大成拳、南
拳、技子拳成风。而在武冈最大的百姓

广场，某舞蹈学校经常组织少儿举行
“千人齐舞”活动，航拍震撼的舞动场面
一度火爆微信朋友圈。在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武冈丝弦传习所里，每天富
有宫廷气息的歌舞排练不断。在遍布
城乡的村（居）民活动中心和学校，各种
足球场、篮球场和健身器材完备，邓元
泰镇中学女子足球队曾在邵阳市中小
学校园足球比赛中荣膺桂冠。

近年来，户外运动在武冈也持续火
爆，共成立微型马拉松队、马拉松协会、
11路跑公社、云帆户外俱乐部等各类户
外运动组织十多家，参加的市民超万
人，组织“全民健步走低碳行”、威溪水
库“全民爱心义跑”、50公里长距离环保
毅行等大规模群众性活动十余次。尤
其自云山国家森林公园升级改造重新
开放后，每天前来登山的游客络绎不
绝，节假日更是“驴友”成群，高峰时每
天有6000多市民参与登山健身。该市

“微马”队成立 3 年来，不断发展壮大，
现有4个跑步分队、1个户外运动队、1
个骑行分队和特马队，人员逾两千，遍

布城乡各行各业，每天各分队都组织晨
跑或骑行活动。该市马拉松协会还经
常组织会员外出参加全省、全国性马拉
松比赛，既为个人赢得了荣誉，又带动
了古城全民健身热的兴起。

全面推进全民健身事业，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惠民工程。为了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武冈市先后
投资 2000 多万元，建成 17 个乡镇综合
文体卫站和 86 个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大部分自然村都打造了群众文化广场，
村级文化广场利用农闲广泛开展健身
舞、健身腰鼓、舞狮等群体活动。今年8
月，由武冈市文体广新局、武冈市文化
馆等单位组织的广场舞百团大赛，将独
具特色的广场舞跳出了积极向上，舞出
了生活精彩。本次展演周期跨度长达2
个月之久，共有 140 余个参赛队报名，
覆盖了全市境内 14 个乡镇、4 个社区，
参与表演的群众近 4000 人，从海选到
决赛共举行比赛10场次，其覆盖面积、
参赛规模、参与人数，均创该市广场舞
历史之最。

全民健身 嗨翻古城
邵阳日报记者 曾炜 通讯员 李焱稠 肖鸣学

邵 阳 日 报 8 月 23 日 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孙芳华
袁小英） 8 月 20 日，在绥宁县
唐家坊镇的集市上，一条“李熙
村产业扶贫蔬菜基地促销活动”
的红色横幅格外引人注目。原
来，绥宁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的干部们正在摆摊帮
助李熙村贫困村民销售红茄。
而且，这已是该局干部第五次追
随集市为民卖菜。

绥宁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督管理局在李熙桥镇李熙村挂点
扶贫。2017年，扶贫工作队组织
该村130户贫困村民成立了绥宁
县祥兴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当
年种植50亩黄瓜和红茄，结果产
销两旺，一批贫困户顺利脱贫。
今年，扶贫队继续引导合作社种
植茄子35亩、黄瓜25亩。由于今
年基地的红茄丰产，平均亩产超
过了5000公斤，一定程度上发生
红茄暂时滞销。

“绝不能让贫困老百姓发生

丰年伤心的事！”绥宁县食品药品
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领导班子表
示。从8月17日起，该局科学调
配人员，分别利用8月17日李熙
桥镇赶集日、8 月18 日武阳镇赶
集日、8月19日黄土矿镇赶集日、
8月20日唐家坊镇赶集日4个赶
集日，每个赶集日抽调15至20名
干部，配合贫困茄农一起赶集销
售茄子。

“8 月 18 日和 19 日是双休
日，我们原计划只安排17名干部
摆地摊卖茄子，结果每天都有28
名干部参加。”扶贫工作队队长胡
远迅介绍，卖菜干部们制作了简
易“扶贫爱心购”标牌，每到一处，
茄子都一销而空。

据悉，在发动干部摆地摊参
与销售红茄的同时，该局发挥
部门优势，联系绥宁境内多家
知名超市、工业企业和酒店订
购李熙村的优质红茄。目前，
该村红茄“销售难”问题已经基
本得以缓解。

绥宁近百干部摆摊为民卖菜

邵阳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张 伟 通 讯 员 罗 宇 晟
唐向东） 8月20日上午，骄阳似
火，新邵县严塘镇龙脊村五保户
雷训的房屋基地前，6 名村干部
忙着挑砖，挑砂浆，指挥施工。近
年来，他们领着乡亲挪“穷窝”兴
产业，携手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龙脊村海拔高，地处偏远，全
村 774 人，其中贫困人口 91 户
309人，全村人均耕地面积仅0.62
亩。村“两委”班子带领全村 43
名党员以支部“五化”建设为契
机，在脱贫攻坚战役中充分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
桥头堡作用，带领村民撸起袖子
加油干，实现了2017年贫困村整
村出列的目标。

该村筹资 500 万元，硬化水
泥路7.5公里，变“天堑”为通途，
并筹资 50 万元完成了村活动中
心建设。该村还按照“易地扶贫
搬迁一批”的要求，在白水洞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安置贫困户 65
户 215 人。2018 年，全村共有危

房改建户 15 户。为解决建房成
本相对较高且大部分危房改建户
自身劳动力、资金不足等问题，龙
脊村“两委”通过“村代建”、村干
部自己带头做小工等方式，通过
长达 4 个月的肩挑手提，基本完
成15栋房屋的建设。

龙脊村地理位置高，植被覆
盖良好，是天然的“氧吧”，茂密
的原生态森林也是探险者的乐
土、宿营者的最爱。为推动龙
脊村的旅游开发，村“两委”积
极同县旅游局联系将龙脊旅游
纳入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带
领、帮助村民发展旅游服务产
业。通过不断努力，该村 4 家农
家乐已初具规模。该村还成立
了民众魔芋专业合作社，种植
魔芋 60 亩。此外，全村种植了
油 茶 104 亩 、樱 桃 52 亩 、黄 梨
100亩。

“我们流点汗，吃点苦不算什
么，群众能尽早脱贫致富，就是对
我们最大的肯定！”村党支部书记
黄选民说。

领着乡亲挪“穷窝”奔富路

邵 阳 日 报 8 月 23 日 讯
（记者 肖燕 通讯员 杨贵新
刘艳阳） 8月17日，在湖南省首
个“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上，隆
回县人民医院医务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马英浩从长沙捧回“湖南
好医生”荣誉证书。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不放弃
每一个生命。”以此作为行医准则
的马英浩，在隆回县人民医院
有“一把刀”之美称，曾成功主持

上百例院内大型会诊，参与完
成多种疑难、紧急手术。他曾
完 成 隆 回 首 例 肺 大 泡 开 胸 手
术，率先开展腹腔镜胆结石手
术，并完成该县首例甲状腺癌、
乳腺癌手术等。从医 25 年来，
马 英 浩 先 后 完 成 大 中 型 手 术
120 余台、肝胆手术 5000 余例。
病人曾形象地称赞，马医生这
把刀是一把救命刀，25 年挽救
了数千人的生命。

隆回县人民医院马英浩获评“湖南好医生”

“刀”下留人

邵 阳 日 报 8 月 23 日 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陈平常）
“快坐，快坐呀！这么热的天你们
从长沙过来看我们，你们比亲人还
要亲！”8月18日，4位爱心人士从长
沙驱车300多公里到邵阳县岩口铺
镇金水村开展爱心帮扶活动，面对
远道而来的热心访客，双目失明的
肖四英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金水村属深度贫困村，是中国
银行湖南省分行的责任帮扶村。该
单位驻村帮扶工作队一方面尽力发
挥本单位自身力量进行帮扶，一方
面注重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帮扶。帮
扶工作队向社会发布帮扶信息后，
首先得到长沙市水业集团总会计
师陈德兴等4位爱心人士的支持。

据了解，4位爱心人士商定，
采取个人捐款方式，利用双休日一
同前往该村开展爱心帮扶活动。
当天，他们顶着烈日走访慰问了陈
友元、陈先桃等重点特困户，为他
们送上爱心款，并鼓励他们不要被
困难吓倒，一定要树立信心、积极
面对，争取早日脱贫。

百里送爱心
情暖金水村

8月17日，绥宁县关峡苗族乡插柳村蔬菜基地，贫困户正在采摘长豆角。今
年，该基地种植蔬菜上千亩，让 30 余名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邵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向云峰 摄影报道

8月19日，新宁县金石镇古田村村民蒋达炜正在给土鸡喂
食。蒋达炜与他人合伙投资300多万元，承包该村堰塘水库用
于养殖商品鱼，并利用水库周边空地建起鸡鸭养殖场，不仅自身
依靠勤劳致富，还为部分村民提供就业增收机会。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实习生 郭颖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