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责编：：张张 明明 美编美编：：董董 雪雪 校对校对：：郭海龙郭海龙2 编辑发布中心电话：2890834 要 闻 2019年12月17日 星期二

“这里准备修一个小花池；这里准
备修通公路，拉通那边的桥；这里准备
修文化小广场，放一些健身器材……”
陈婉雨走在她熟悉的村庄里，边裹紧
外套，边谈起今后村里的规划。

29 岁的陈婉雨，是汝城县委驻热
水镇高滩畲族瑶族村的一名帮扶队
员。一路走，一路有村民与她笑着打
招呼。陈婉雨说，刚来村里时，村民
态度显然没有“这么好”。

去年 6 月 19 日，陈婉雨第一次来
到高滩畲族瑶族村，村民们脸上写满
了“不信任”。村民骆学新还记得初见
说着普通话陈婉雨的情形，他心里充

满了疑惑：这么年轻的女孩，从来没
下过基层吧？能做好工作吗？

“我没在乡村工作生活过。第一次
到村里，看到这里的环境，有点失
落。”陈婉雨坦言，她住在资兴新区，
是家中的独生女，出发前，母亲也很
担心她坚持不下去。

如何让大家信任我？陈婉雨想，
首先得学会本地方言。

“我下决心要学好客家话。那时候
我常去老百姓家，拉拉家常、了解情
况，交流多了，老百姓也会教我一
些。”半年之后，她终于能听懂大部分
客家话、也能说一些了。

慢慢地村民们接受了陈婉雨，并
且还发现她有点本事。

“她常来村里看，帮我们争取好政
策。”骆学新说，村口上世纪80年代修
建的石桥只有4米宽，全村9个组35个
自然村，仅有一条通组硬化道路。农
田水渠也是村民自制的，100多亩稻田
全靠天吃饭。陈婉雨自告奋勇，与镇
党委、政府讨论研究后，与镇村干部
隔三差五带着汇报材料、请示报告到
县直相关部门和单位请示汇报工作。
2018 年底，村里的拦河坝引水工程完
工，通村大桥建成，5个组的道路完成
了提质改造。

“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她还真帮我
们解决了！现在，大家都把她当自家人
了。”骆学新笑着说。

包运新是陈婉雨结对帮扶的贫困
户，陈婉雨待他就像家里人一样。今年
上半年，有一次天降大雨，包运新家近
80亩稻田全淹了。“当时我眼泪都下来
了，觉得一年白干了。”事后，陈婉雨马
上就来看受灾情况，“还组织人员帮我
排水，让我相信政府会帮扶的。”

“我觉得扶贫的味道非常甜，我很
幸福。”陈婉雨笑着说，“跟老百姓打
交道很踏实。我帮他们解决难题，他
们把我当自己人。”

9090后帮扶队员陈婉雨后帮扶队员陈婉雨：：“扶贫的味道非常甜”
□ 郴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婧雯

郴州日报12月16日讯（全媒体记
者 陈卫） 12月15日下午5时许，在高
椅岭 （未对外开放） 滑坠百米悬崖谷
底的游客刘先生被成功解救。16 日下
午，记者了解到刘先生精神状况良
好，现已从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转院
至老家长沙市浏阳某医院治疗。

“我现在正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特别感谢郴州的消防队和山地救
援队，是他们从谷底把我抬上来的。”
12月15日晚上，刘先生被救出后，躺
在病床上第一时间对救援者表示感谢。

12月15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刘
先生在高椅岭游玩时，想用无人机拍

摄眼前的美景，谁知无人机掉落悬
崖，在他准备进行捡拾时，不慎滑坠
至悬崖底下。

“当时刚好是吃午饭的时间，接到
求助消息后，我马上打电话召集主力
队员，赶往事发地。” 郴州山地救援
队队长何明峰说，报警人发送的几张
图片显示，事发地点正好是他们 2017
年9月份做真人模拟救援演练的地方。

“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我们判断伤
者脊椎、腰可能受重伤，便将平常使
用较多的软式担架换成铲式担架前往
救援。”

何明峰和队员们带了一根一百米

长的绳子，这条绳子到达刘先生跌入的
谷底之后，仅剩余七八米长，“幸运的
是，刚开始刘先生是用屁股缓慢向下
滑，到最后六七米控制不住速度才坠
落。”

“真的太痛了，腿不能碰，腰也不
能碰，不能拉也不能拽，心里有那么
一丝绝望。”刘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
说。垂直下坠，造成刘先生双脚的脚
后跟粉碎性骨折，脚踝骨折，腰部的
脊柱骨折，整个救援难度较大。

“不能竖着拉，只能横着拉，摩擦
阻力又增大了。”何明峰说，经过高新
区消防大队、郴州山地救援队，以及

120紧急救援中心的合力救援，当天下
午5时许，刘先生被成功解救。

“剧烈的疼痛我忍住没哭，被救上
来那一刻，我感动得哭了，为郴州的救
援队点赞！”刘先生表示，自己因任性酿
成后果。

高椅岭位于郴州市苏仙区桥口镇与
资兴市交界处，属于丹霞地貌。“目前高
椅岭还在开发施工中，我们在各个主要
路口都设立了警示牌，禁止游客进入该
片区游玩。”高椅岭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曹建文说，虽然景区内设立了
施工警示牌，并安排了工作人员值守劝
导，但许多游客还是从各种小路进入。

高椅岭：任性游客坠崖 多方合力救援

12月14日下午，越野e族郴州分队2020年黄金联赛首战积分赛，在五盖山国际
赛车场开赛。本次积分赛共有22名选手参赛，选手们需驾驶自己的赛车，先后越过水
坑、驼峰、起伏路等数十个障碍，在全长1公里赛道上争先恐后，循环行驶4圈，经
历一次勇气与实力、智慧与技巧的激烈角逐。 (全媒体记者 卢经纬 摄）

精准扶贫在行动

（上接1版②） 心电监护仪、呼吸机器的指示灯一
闪一灭，白色的身影来回穿梭，所有的人都忙碌着。在
这里，医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实
施最有效的抢救。

急诊科没有固定休息日，患者的呼唤就是冲锋的号
角，徐志强在急诊科的22年里，差不多每天都工作11
个小时以上。

“经常加班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张永军说，当他们碰到疑难杂症
的时候，只要给徐主任打电话，就是再晚他也会从家中
赶过来。

“我们大家都说，主任不是在科室，就是来科室的
路上。”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护师黄丽芝
调侃道。

其实，徐自强原本在工作节奏相对规律的住院部，
22年前的一次轮科经历，让徐自强与急诊科结下了不
解之缘。

“把命救下来，才有条件治后面的病。”徐自强说。
为了应对紧急救援情况，徐自强的手机永远是24

小时开机，深夜急诊更是家常便饭。今年90高寿的老
人徐荣生，多年前胃切除后，因为肠梗阻等一些毛病，
经常感到身体不适。

“他的医术很高明！”徐荣生说，有几次深夜他被救
护车送到医院，当时他只认准徐医生，于是每次都试着
给徐自强打电话，请他来给自己看病。没想到他每次都
来了。

“我之所以能够活那么久，我认为许医生对我的贡
献很大，对我的服务真正到位了。”徐荣生说。

徐自强常说生命至上，为了提高老百姓自救互救、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从2013年起，徐自强组织急诊
科医生利用节假日到学校、机关、社区等地普及急救知
识和急救技能。

“作为一名医生，我们的初衷是为病人服务，尽可
能减轻病人痛苦，作为急诊医生，我们要争分夺秒，为
抢救病人的生命而努力。”徐自强说。

多年来，凭着自己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热爱、对医术
的刻苦钻研和对患者极度负责的态度，徐自强先后荣获
了郴州市德医双馨医务工作者、郴州市应急工作先进个
人、 郴州市第二届道德模范、 第五届中国医师奖等荣
誉称号。

（上接1版①）据介绍，云平台还具有综合分
析功能，能对贫困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就业方式
等作出精准分析，便于全面掌握贫困劳动力就业
变化，更加精准解决贫困群众就业问题。

脱贫群众不愁岗，“互联网+就业”是助推器。
前不久，湘阴渡街道贫困户李勇军通过云平

台发布求职信息后，通过远程视频招聘，被用工
企业广东力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录用，每月工资
8000多元。

求职也有超市。
永兴县“就业超市”，开辟信息采集、职业介

绍、就业指导、就业培训等场所，30台一体机电
脑为贫困劳动力远程面试求职提供最大方便。

永兴县把“就业超市”作为稳就业、促就业
的重要平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实行
政府购买服务，通过招标引进第三方专业机构，
推动就业服务良性发展。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永兴县转移就业11.68
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789人，发放各
类扶贫就业补贴185.8万元，发放创业贷款1500余
万元，发放就业创业补贴248.2万元。

“互联网+产业扶贫”，让脱贫群众的产品不愁销

华大农业，或发往阿里巴巴，或发往京东，
或发往叮咚买菜社区电商平台，包装精美的永兴
冰糖橙码放整齐。一个个加工车间里，员工忙碌
得和打战差不多。

“今天，要发四车货，上海、武汉、广州都要
发，忙不赢。”华大农业负责人罗跃雄说。

永兴冰糖橙是永兴县的富民产业、地方名
片。目前，全县冰糖橙种植面积16万余亩，年产
量10万余吨，年产值近10亿元。

然而，单靠传统营销，由于上市集中，难免
产生滞销现象，最终出现丰产不丰收，甚至果贱
伤农。

华大农业，走的是不同寻常路。
2014年以来，华大农业着力打通永兴冰糖橙

的销售链，与阿里巴巴、京东等传统电商平台，
叮咚买菜等社区电商平台、云集等社交电商平台
建立战略合作，成为全县“互联网+产业扶贫”的

主力军。
“通过社区电商平台，客户下单后三个小时，

货就可送到家；通过社交电商平台，客户下单后
29分钟内同，货就可送到家。”罗跃雄兴奋地说。

借力华大农业等“龙头”企业，脱贫群众的
产品不愁销。

截至目前，今年华大农业通过电商平台已销
售永兴冰糖橙70多万公斤，其中为贫困群众销售
14万多公斤。

搭建N个电商物流平台，让脱贫群众的产品
不愁销。

与阿里巴巴签订《永兴县电子商务发展项目
合作协议》，与湖南农商通签订《永兴县电商扶贫
合作协议》，着力开发和打造“一县一品”网销品
牌。

在县城商贸区建立“互联网+产业扶贫示范
店”，打造全县电商扶贫的集中销售中心，开业当
天完成销售额28万元。

建立县乡村三级邮政电商物流体系，实现农
产品6小时内从村组到县城集结。同时，建立50
座冷藏库，覆盖全县29个省级贫困村并对贫困户
开放。

电商扶贫小店，村村有，店店忙。
鲤鱼塘镇板桥村贫困户赵永顺，双腿残疾，

开办了一家小店维持生计，取名“永顺商店”。去
年，通过参加电商扶贫小店培训，“永顺商店”成
为当地第一家电商扶贫小店。目前，包括贫困户
在内的 100 余户村民，为其供应土鸡、土蛋、茶
油、蜂蜜等农副产品。

“老百姓只需把农产品送到店里，足不出村就
可以把农副产品卖出去，大大增加了收入。”赵永
顺说。

“对标落实市委两个‘新不愁’‘两个 80%’
的脱贫攻坚新要求，我们仍存短板，主要是思路
不够清晰，措施不够精准，创新不够持续。”永兴
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朝晖坦言。

我们有理由相信，永兴县将进一步厘清思
路，精准发力，持续创新，大力推进“互联网+就
业+产业扶贫”，真正确保稳扶贫、稳就业、稳收
入。

受委托，我公司谨定于2020年1月6日上午10时38分对
位于郴州市白露塘镇望仙路与洞湾路交会处的钜翔标准厂房
进行公开拍卖。

上述标准厂房包括一个建筑面积为8298.83㎡的钢结构生
产车间、一栋建筑面积为2454.67㎡的四层楼的综合楼，总占
地面积为24314㎡。起拍价2638万元，竞买保证金110万元，
详情请参见我公司编制的《拍卖目录（二）》。

有意者请携带身份证件及相应的竞买保证金前来我公司
办理竞买报名登记手续，我公司有详细的资料备查。

拍卖地点：郴州市苏园宾馆8楼会议室；
拍品展示时间：2020年1月3日～4日；
咨询报名时间：2020年1月4日～5日；
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1月5日下午5时整；
咨询报名地址：郴州市南岭山庄9栋1楼A座；
咨询报名及展示电话：13973528973（朱经理）、

18607352789（陈经理）；
查询网站：欣迪拍卖网（www.xindipaimai.com），

郴州新网（www.0735.com,“商机”栏目）。
郴州市欣迪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2月25日9:38在郴州
市苏园宾馆8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面向社会公开拍卖
以下标的：

1.郴州市体育路西侧北湖家园1栋1011、1012号门
面，建筑面积分别为 72.75㎡和 64.63㎡，证件手续齐
全。整体起拍价：236万元。

2.临武县南岭生态种养殖场所有的油茶林250亩及
附属设施一批。整体起拍价：198万元。

有意者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竞买保证金20万元
（以到账为准）前来办理竞买登记报名手续，我公司有详
细资料备查。

展示时间及地点：2019年12月23日至24日拍卖标
的物所在地

报名时间及地点：2019年12月23日至24日本公司
办公室

咨询电话：15367266308（方）18175762211（王）
郴州天鸿拍卖有限公司

郴州市体育路门面拍卖公告

郴州日报12月16日讯（通讯员 刘帅东 李世雄） 日前，
郴州经济开发区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大会暨郴州经开区科学技术
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新成立的郴州经开区科协将致力于做好园区科技工作者的
“娘家”。协会将一以贯之坚持为园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园区
发展服务，为提高园区企业员工科技文化素质服务，不断推动
园区发展；进一步加强科协组织建设，自觉接受党委、行政领
导，积极开展工作扩大影响力，并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同
时，要积极开展“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在广大企业科
技人员中培养创新风尚，倡导创新精神，促进企业科技进步。

郴州经济开发区
科学技术协会正式成立

郴州日报12月16日讯（全媒体记者 陶子瑶） 12 月 16
日，东江引水二期工程举行全面开工建设仪式，市委常委、市
委统战部部长王和平宣布全面开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湘
安、副市长贺遵庆、市政协副主席李雪莲参加仪式。

东江引水二期工程的实施将极大改善我市城市供水基础设
施，彻底破解制约我市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供水瓶颈。项目建成
后将主要为郴州大道、郴永大道沿线城镇和桂阳县城区供水。
工程概算总投资10.35亿元，设计工期12个月，计划于2021年
春节前建成试通水。

副市长贺遵庆在致辞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项目全面开工
建设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东江引水二
期工程，希望项目业主进一步增强使命担当，确保项目建设安
全快速高效推进。沿途各县（市、区）、乡镇（街道）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支持。各职能部门要自觉增强大局意识、
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效率意识。沿途各管线产权单位要积极
配合，大力做好管（杆）线的搬迁工作。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
位要认真履行合同，强化安全意识、质量意识和效率意识。

东江引水二期工程
举行全面开工建设仪式

郴州日报12月16日讯（通讯员 袁华秀） 近日，永兴县
湘阴渡街道南塘村、田心村产业扶贫车间机器轰鸣，易地搬迁
安置点的贫困户正在车间紧张有序地工作，轻松实现在家门口
就业，每月还能有 1500 元的稳定收入。这是该街道在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中，把主题教育成果转
化为助推脱贫攻坚的具体成效。

今年以来，湘阴渡街道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明确“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体要求，确保街道所有贫困户
按期脱贫，真正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通过总动员、
领责任、表决心，进一步激发了街村干部决战脱贫攻坚的士
气，坚定了打赢打好脱贫攻坚的干事创业信心、决心。同时，
该街道坚持问题导向，确保问题整改落实。聚焦影响“两不愁
三保障”的突出问题和贫困群众反应的难点问题，不断查漏补
缺、夯实短板。通过找症结、出实招、下实功等举措，抓实问
题整改，达到脱贫攻坚工作“好”的要求。

湘阴渡街道抓实主题教育
助推脱贫攻坚

郴州日报12月16日讯（通讯员 黄建华） 12 月 14 日上
午，濂溪书院国学女子公益课堂授课第58期《弟子规与家教
家训》，引来数十名家庭妇女驻足听课。

作为爱莲湖的一张文化名片，濂溪书院国学女子公益课堂
自2019年3月8日正式挂牌，一直秉承着为福城传播优秀传统
文化，举办了一系列专题性公益讲座，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国学
国医公益课堂新风尚，营造了一个真正以国学为基础、以国医
为延展、以经典为导引、执古御今的国学精萃课堂新体系。截
至目前，该书院共推出国学系列公益讲座36期，国医系列公
益讲座 8 期，大型公益活动 4 场，对外合作开展国学课程 10
场，总计58场次，累计受益群体近2万人次。

濂溪书院国学女子
公益课堂引领新风尚

郴州日报12月16日讯（通讯员 陈英）
“今年冬季这日头呀，正是晒板鸭的好日
子！”日前，汝城县大坪镇上祝村上祝板鸭专
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祝伟清对笔者说道。走
进上祝村，只见村头巷尾家家户户门前聚集
男女老少，有的在宰杀鸭子，有的在拔鸭毛，
还有的将腌制好的鸭子拿到屋顶晾晒。

祝伟清自 2008 年成立合作社以来，
通过整合资源，带领村民从分散经营到集
中放养、加工、供货，严格按照正规化标
准生产，使板鸭的品质得到保证，品牌知
名度逐步提升，成为了上祝村脱贫致富的
主导产业。

目前，合作社与5户贫困户签订脱贫
增收协议，累积带动65户180人参与板鸭
养殖加工。合作社采取“客商+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由客商列出收购数
量，合作社负责技术指导，板鸭制作大户
聘请人员按标准进行制作，合作社再以零
差价与农户签订收购协议后统一销售给客
商。每年村民们制作出来的板鸭远销广
东、港澳等地，常常供不应求。今年，该
合作社预计产销板鸭8万余盒，产值可达
1088万元。每天还可解决劳务用工100人
左右，带动官路、隆兴等村的就业人员人
均增收2000元以上。

汝城县上祝村
板鸭飘香富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