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5日讯 “炫动检察
蓝，喜迎十九大”，近日，2017年长
沙市检察文化系列活动之第十二届
“长检杯” 男子篮球赛在长沙开幕。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
长王勋爵， 湖南省检察官文联主席
陈海波， 湖南省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周忠新等二十多名省市级
领导和嘉宾以及来自长沙检察系统
的10支运动员代表队共计200余人
出席了开幕式。

本届比赛为期五天，10支代表
队抽签分成A、B两个小组进行单循
环小组赛，决出四强，之后四强队伍
通过抽签决定对手，进行淘汰赛，争
夺最终名次。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王俐

本报 10月 15日讯 昨日 ，
2017“健康中国湖南行·走红军走
过的路·徒步穿越大湘西”（溆浦站）
系列活动之挑战赛正式开幕， 数百
名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怀化溆浦，
开启24小时昼夜不间断徒步挑战。

“穿越大湘西”是由湖南省体育
局、 湖南省卫计委联合当地政府主
办， 凌鹰户外独家运营的大型户外
系列活动，自2014年张家界站的试
线活动开始，至2017年上半年的张
家界慈利站，4年已走过7站。 本站
“穿越大湘西” 承载着荣誉带着初
心，再次回到了红色遗产圣地溆浦。

据了解， 此次挑战赛采用了湖
南首创的24小时昼夜不间断赛制，
三人组队，不再设立排名，完赛就可
得到奖品。 ■记者 叶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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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新常态新变化

10月29日， 大庆机场将
启用新航班时刻， 新增大庆
飞往长沙、 三亚等城市的航
线，加密北京航班。

其中， 南航新增大庆—
长沙—三亚航线，A320机型
执行，每周二、四、六飞行3

班； 山航新增大庆—大连—
青岛航线，B737机型执行，每
周二、四、六飞行3班；国航在
北京—大庆航线上，每周二、
四、六增加3班。至此，大庆至
北京的航班由每周21班增至
24班。 ■据新华社

“好久没回老家，现在村
里都有法律顾问了， 碰到搞
不清的事， 问他们一下最保
险。”10月15日，53岁的桃源
人孙进（化名） 这样告诉记
者，几天前，他们村驻村法律
服务工作点的法律顾问刚帮
他解决了宅基地的大问题。

10月10日一大早， 常德
桃源县理公港镇调解委员会
主任全洲驾车赶往30公里开
外的张家山村。 一路摇晃到
了张家山村的法律服务点，
没想到早有人等在那里，这
人正是村民孙进。

今年53岁的孙进在外务
工多年，两个多月前，特地回
到老家，想建栋房子养老，没
想到，宅基地、林地全被弟弟
一家给占了。

“他占了我的地基建了
房子， 我总不能把他的房子
推了。”孙进说，为了这事他
头疼不已， 有人建议他找村
上的法律服务工作点， 他抱
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过来问一
问。没想到，几天后，事情就
有了转机。

法律顾问通过理公港镇

司法所联合张家山村调解委
员会， 把孙进及弟弟都请进
调解室，经过多方沟通，最终
村委会重新划分了宅基地，
宅基地平整的费用由孙进的
弟弟出钱。

事情圆满解决，孙进非常
满意，还不忘给一些外地工友
打电话：“没想到啊，我们村里
的法律顾问作用太大了，我拖
了两个多月都说不成的事，他
们帮忙几天就解决了。” 记者
了解到，目前桃源县每个村都
有法律服务工作点。

“党的政策好， 让我们山
里的农民都有法律顾问，马上
就要开十九大了，希望今后人
人都可以说‘我也是有法律顾
问的人’。”孙进说。

十八大以来， 我省扎实
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 着力打通
公共法律服务惠及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截至今年8
月，全省已建成省、市、县三
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23个，
乡、 村公共法律服务站点1.5
万余个。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任俊 实习生 梅国飞

三兄弟办起了家庭农场

10月12日， 细雨蒙蒙。
当天， 记者来到吉首市马颈
坳镇隘口村时， 村寨四周的
茶园上空弥漫着一层淡淡的
云雾， 绿色的茶树在雨雾中
显得鲜嫩欲滴。

23岁的土家族小伙子向
华祥正与他的堂弟一起，在
自己家中处理茶叶订单。

“今年通过电商卖出去
的茶叶收入就有8万多元。”
向华祥笑着对记者说。

长得很标致的向华祥，
接受采访时显得很腼腆。向
华祥兄弟俩与堂弟3人一起
办了一个家庭农场， 种植茶
叶50多亩。高中毕业以后，向
华祥先是出去打工， 出去两
年后，在2014年又回来了。三
兄弟决定一起种茶、卖茶，利
益共享， 风险共担， 抱团致
富，齐奔小康。2016年，为做
大产业， 他们办起了家庭农
场，今年已有30多万元收入。

隘口村党支部书记向天
顺介绍， 村里像向华祥兄弟
这样的家庭农场已有21个，
大多是近两年成立的， 有的
种茶，有的搞农家乐，有的搞
养殖，他们的运作方式比合作
社更灵活， 大家积极性都很
高。隘口村是马颈坳镇创新创
业示范村， 全村有1.3万亩茶
园，村民人均4亩茶。当地群众
通过种植黄金茶，人均年增收
6000多元。 隘口村茶叶专业
合作社也被农业部评为国家
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如今，在马颈坳镇，跟向
华祥一样回乡创新创业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

稻田里也有创收大文章

在马颈坳镇雅沙村，不
到30岁的苗族小伙子石远情
也是2014年回到家乡创业
的，他现在参与管理的260多
亩稻田， 成为雅沙优质大米
最佳出产地。他与其他5人共
同组建了雅致万家康贡米专
业合作社，给雅沙的优质大米
做好包装，卖上网，收效很好。

问及收入时， 石远情显
得很轻松：“今年收入已有10
多万元吧。”村秘书石泽贵在

旁边大声笑着说：“他还养了
100多头猪呢！”

平均海拔600多米的雅沙
村，是一个高山台地，周围是葱
葱郁郁的山， 中间的坝子里是
1500多亩稻田。 不仅山里有口
山塘可供灌溉，坝子里还有5股
从地下冒出来的泉水， 长年不
干涸。 所以村里不仅出产优质
大米， 也成为稻花鱼最佳养殖
地，今年全村共养殖稻花鱼819
亩、投放鱼苗11万多尾。

马颈坳镇纪委书记田华笑
呵呵地说：“今年9月8日， 雅沙
村举行了首届稻花鱼节， 好多
游客来玩，来买稻花鱼，整个村
里来了5000多人， 村里的鱼几
乎被买光了。”

“现在我们家家户户在田
里养稻花鱼， 我养了14亩。举
办稻花鱼节后，鱼的价格上去
了，我差不多有1.5万元收入。”
雅沙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陈开
选对自己养的稻花鱼的收成
很满意。

专业合作社成致富领头雁

雅沙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有7个，成为带动全村群众脱贫
致富的领头雁。

“7家合作社， 给老百姓发
的工钱今年就有25万元。” 石
泽贵说。

马颈坳镇9个行政村，今年
共养殖稻花鱼2300多亩， 亩均
收入3300元，带动1500名以上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我们镇的农民合作社
2012年只有5家，今年已有473
家，有的种茶，有的搞养殖，有
的种蓝莓，还有的搞花海等等，
形式多种多样，创业项目达692
个， 成功帮助1000余名农村劳
动力实现创业， 带动就业4000
余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者2000多人。”田华介绍。

跟马颈坳镇一样， 在吉首
市其他乡镇， 农民创新创业成
为普遍现象， 带动大批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共奔小康。除了政
策与资金扶持、 党员干部对口
帮扶外， 吉首市还通过举办桃
花节、蓝莓节、稻花鱼节等各种
节会，聚人气、旺财气，各村寨
活力迸发，群众喜笑颜开。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陈生真 林倩

“有人带动，找准产业，不脱贫都不行”
能人返乡创新创业成为普遍现象 “实现小康就在眼前”

如今，吉首市各个乡镇，回乡创新创业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有的办起了家庭农场，有的在稻田里“淘金”，有
的种茶，有的搞养殖，有的种蓝莓……不断涌出的农民
专业合作社成为领头雁， 带动大批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共奔小康。

“只要有能人带动， 搭建好家庭农场或合作社这个
平台，找准产业，不脱贫都不行，实现小康就在眼前。”吉
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村支书向天顺这句话道出了农村
脱贫致富的真谛，也透露出满满的自信。

10月15日，永州宁远县舜陵街道麻池塘村，村民在黑木耳种植基地劳作。今年来，该县引进黑木耳种植加工企
业，采取企业抓两头、贫困户抓中间的“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经营模式，发展黑木耳种植，带动8个贫困村种植黑
木耳200亩，预计每亩可增收10000余元。 乐水旺 摄

“法律顾问帮我解决了宅基地大问题”
———驻村法律服务工作点为群众排忧解难

大庆机场将新增飞长沙航线

穿越大湘西
重走溆浦红军路

长沙检察干警
篮球赛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