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7

月

25

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邓道理 吴勇兵）

7

月

21

日， 正在张

家界天子山、 袁家界景区考察的泰国国家旅

游局副局长平素拉对沿途不断遇见泰国游人

倍感兴奋， 随行的武陵源区旅游局局长刘海

林告诉他， 今年上半年来张家界旅游的泰国

游客已达到

12

万人次 ， 比去年同期增长

150%

。 继韩国之后， 泰国成为张家界又一大

入境旅游客源国。 平索拉惊叹： 全泰国今年

上半年到中国大陆旅游的有

70

多万人次， 张

家界是单个景区泰国游客进入最多的地方，

已成为泰国国民在中国大陆旅游的首选目的

地。

今年

3

月， 张家界组织旅游促销团赴泰

国促销访问， 与当地旅行社、 媒体签订了形

象宣传合作协议。

4

月

12

日， 首批乘曼谷直

飞长沙旅游直航包机的

158

名泰国游客抵达

张家界， 一时间， “泰” 风劲刮， 到张家界

看 “阿凡达” 成为泰国旅游新潮。 暑期泰国

来张家界 “快乐避暑， 呼吸空气” 的游客更

是纷至沓来。 据张家界旅游部门统计， 仅

4

月中下旬泰国泼水节期间， 张家界就接待泰

国游客

1.8

万人次。

“回国后，一定向广大泰国旅行商、泰国

国民推介张家界旅游产品， 展示张家界绝美

风光。 ”

7

月

20

日，张家界市人民政府与泰国国

家旅游局共同签署旅游合作框架协议， 泰国

国家旅游局顾问阿咔蓬透露， 双方在建立两

地旅游合作协调机制，实现市场互动、客源互

换、合作共赢等方面已达成共识。

下半年， 张家界将在泰国设立旅游形象

店和旅游办事机构， 继续组团赴泰促销冬季

“潘多拉” 冰雪产品， 邀请泰国乡村音乐团

队参加

2011

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 泰国旅

游局官员表示， 力争在今年

9

月开通泰国到

张家界的直航旅游包机。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吴林芳 刘道国

临澧县官亭乡天星小学教师唐爱军带

领

3

名农民弟兄， 在车祸现场自发组织紧急

救援的事迹近日被广为传颂。

7

月

24

日，当被

他们从死神手中拉回来的当事人丁字凡表

示感激时，唐爱军用平实的语言说：“活着就

好，活着就好。其实在灾难面前，人人都会这

么做。 ”

7

月

18

日， 石门县易家渡镇的丁字凡一

家人吃完晚饭后，便兴冲冲地驾着自家货车

去临澧县官亭乡走亲戚。 由于天气酷热，丁

字凡打开空调， 并把车窗紧紧地关了起来。

车内的凉爽让一家四口心情舒畅，可谁也没

想到，危险正在步步逼近。

“哐当” 一声巨响， 正在家里看电视

的官亭乡天星小学教师唐爱军下意识地朝

门外望去 ， 紧接着传来 “翻车了 ！ 救人

啦！” 的呼救。 唐爱军冲出门， 朝着呼喊声

跑向离家百米开外的水塘。 暗夜中依稀可

见一辆货车 “四脚朝天” 栽在水中。 他二

话不说， 跳下水塘朝货车游去， 另外

3

位村

民唐合舫、 唐铁军、 唐解放也争先恐后跳

下去。

车内没有任何声音，唐爱军感到情况危

急。他拼命拉车门，但车门已严重变形。他回

头大呼岸边的人递给他一把锄头， 那

3

位村

民连忙找来递给他，并帮忙用手电筒照着车

门。 为了不伤着车内的人，唐爱军巧妙地用

锄头撬开了车门。

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泡在水中的唐爱

军在驾驶室内首先摸到了第一个人，身上没

有血迹，也没有任何反应。 “不管怎么样，先

救上岸再说。 ”唐爱军一边呼喊一边和

3

位村

民小心翼翼地将其救上了岸。 随后，他们又

从水中救出了两人，

45

岁的唐爱军累得精疲

力竭。 当他爬上岸正准备喘口气时，岸上的

一位乡亲认出了其中的驾驶员丁字凡，于是

便大声地喊到：“唐老师，他们一家有四口人

哪！ ”唐爱军心头一震，救人要紧，顾不上疲

劳又一头扎入水中。他在浸满水的车厢中反

复摸索，终于在座位底下摸到了丁字凡年仅

8

岁的小儿子。

被救出的

4

人依次仰面躺在岸边， 在黑

夜中等待

120

急救车。 唐爱军游上岸来，连忙

把溺水急救常识用上场。 他要另

3

位村民用

嘴对嘴吹气和推压胸部等方式，对夫妻俩和

小女孩赶紧进行抢救，自己则用尽仅剩的力

气将小男孩倒提起来，惟一的念头就是让孩

子活过来。

先出水的那

3

人渐渐有了微弱的呼吸，

随后又传出了第一声呻吟。但最后被救上岸

的小男孩却因溺水过久， 永远闭上了眼睛。

10

多分钟后，

120

救护车来了，临澧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的民警也来了。

在医院的救护人员赶到之前， 这支临

时的 “急救队伍” 尽了最大的努力展开施

救 ， 让人性的光芒照亮了夜间的车祸现

场。

蓝山10万干群奋起抗旱

本报

7

月

25

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先志 李国坚 谭金才）“哎呀， 真是太感谢

党和政府了， 如果不是县委、 县政府这么关

心，今年晚稻插秧真是不敢想象啊！”

7

月

25

日

上午， 正在田间插田的蓝山县群英水轮泵站

灌区农民薛良旺感激地对该县抗旱小分队人

员说。连日来，蓝山县

10

万名干部群众奋战在

抗旱第一线，组织抗旱和抢收、抢种。

进入

7

月份以来，该县大部分地区出现旱

灾，全县有

4

万多亩农作物受旱，

6

个乡镇办事

处人畜饮水困难。旱情出现后，县委县政府采

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县级领导包乡镇，乡镇

领导包村组，组织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旱救灾

热潮。利用一切可用水源，各地迅速组织筹资

筹劳，修复渠道、机井、灌溉设备，采用多种形

式扩大灌溉面积。抗旱期间，各地加强了水资

源的调度和管理，把人畜饮水放在第一位，节

约用水，合理用水，保障供水。凡人畜用水、抗

旱用水与非农田用水发生矛盾的， 优先保证

人畜用水和抗旱用水。 对于人畜饮水困难的

村组，明确责任，落实供水的具体办法，确保

人畜饮水安全。 县人雨办充分做好人工增雨

的准备工作，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了

4

次人工

增雨作业。 目前，全县拦筑河坝

12

座，县财政

投入抗旱资金

100

万余元。

长沙2300基层书记

学习社会管理

本报

7

月

25

日讯（记者 刘凌）今天，长沙

市加强社会管理集中轮训活动正式启动，该

市

100

名社区党组织书记、

100

位农村党组织

书记参加了首期培训班。 长沙市将在一年内

对全市

2300

名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进行全面

轮训，切实提高他们的社会管理能力。

此次轮训开设当前基层社会管理的形势

与任务、基层社会管理的常用法律法规、基层

常见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置等

10

门专题辅导

课，由领导干部、专家和基层优秀党组织书记

分专题进行辅导， 同时结合正反两方面的典

型案例， 组织受训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现

场观摩、分组讨论、交流学习，提炼出符合基

层实际、富有特色的村、社区社会管理经验和

做法。

娄底建成农家书屋1456家

本报

7

月

25

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赵金厚）

7

月中旬， 随着最后一批农家书屋图

书设备配送到位， 娄底市已全面完成

2011

年

度

605

家农家书屋建设任务。 至此，全市已建

成农家书屋

1456

家。

农家书屋工程是从

2008

年开始启动的一

项文化惠民工程，

2011

年被列入为民办实事

项目。 每家农家书屋有三个

6

层书柜、一个阅

览桌、 一个

6

层报架、

1100

余种

1600

册左右图

书、

15

种报刊、

100

余种关于种养殖和人民群

众喜闻乐见的经典戏曲光盘， 农家书屋成了

农民朋友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据悉，到

2012

年底， 娄底市所有行政村将建成一家农

家书屋，有效解决农民群众读书难、借书难、

看报难的问题。

临澧500老干部

基层解难

本报

7

月

25

日讯 （通讯员 王明义 戴元

柏 记者 乔伊蕾）近日，临澧县上演了一台由

离退休老干部自编自演的艺术剧 《十送红

军》，老干部们的表演赢得满堂喝彩。在临澧，

老干部们人老心不老、退岗不褪色，深入基层

办实事、解民难，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为充分发挥老干部余热，去年

10

月，临澧

县委专门制定了关于加强离退休老干部工作

的实施方案， 规定每年由县财政拨款

20

万元

专项资金，用于老干部开展活动。临澧县老干

局把全县

500

多名老干部组织起来，积极开展

活动、发挥作用。 该县成立了老年诗词、书画

摄影协会，编辑出版诗词专辑

20

多期；组建了

老年艺术团，排演文艺节目

60

多个，经常开展

送戏下乡；成立了“夕阳红工作队”深入农村，

遇上村民生病住院、思想波动或遇到困难时，

他们就登门拜访，为民解难。

在下基层过程中， 老干部们纷纷与农村

留守儿童、困难青少年等“爱心结对”，筹集

24

万元资金，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帮扶，使全县

632

名青少年受益。 针对农民技能缺乏的现

状，老干部们又募集了

14

万元资金，免费为村

民办起了技能创业培训学校， 帮助许多农民

掌握了一技之长，走上了创业致富的道路。

今年上半年， 老干部们共为当地农民解

决问题

149

个。

常德警方“清网行动”

1个多月逮了

214名逃犯

本报

7

月

25

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吴林芳 杨建明）今天，记者从常德市

公安局获悉，自公安部开展“清网行动”以来，

该市各级公安机关全力缉捕， 一个多月共抓

获网上在逃人员

214

名，其中故意杀人网上在

逃人员

46

人，历年在逃人员

36

人。

该市各级公安机关建立健全重点在逃人

员督办制度，通过梳理，将一批危害严重的逃

犯，列为重点督捕对象，实行“一人一档”，并确

定缉捕责任人，分片包干，跟踪问效，同时派出

十多个督导组对各区县

(

市

)

缉捕工作进行业

务指导、督导推进。 据悉，“清网行动”一开始，

澧县公安局

10

天内便抓获了网上逃犯

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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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11

年

7

月

26

日 星期二

邵阳市 晴

27℃～37℃

湘潭市 晴

28℃～38℃

张家界 晴转雷阵雨

27℃～37℃

吉首市 晴转多云

26℃～37℃

岳阳市 晴转雷阵雨

31℃～36℃

常德市 多云

29℃～38℃

益阳市 多云转阴

29℃～37℃

怀化市 晴转多云

28℃～36℃

娄底市 晴

28℃～39℃

衡阳市 晴

29℃～39℃

郴州市 晴

28℃～37℃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市州新闻

株洲市 晴

29℃～38℃

永州市 晴

26℃～36℃

7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间多云

南风

２～３

级

31℃～39℃

泰国国民到中国大陆旅游首选张家界

7

月

25

日 ，

洪江市公路运输

管理所组织黔城

汽车站职工和司

乘人员进行消防

安全应急演练 。

当前正值高温炎

热天气， 该所安

监人员在各乡镇

汽车站开展安全

知识教育和消防

实战演练， 确保

车辆安全运行。

杨锡建

赵志辉 摄

人性的光芒照亮车祸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