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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阴转小到中雨 8℃～24℃
湘潭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7℃～18℃

张家界 小雨转中雨 8℃～16℃
吉首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9℃～20℃
岳阳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4℃～14℃

常德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4℃～15℃
益阳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7℃～18℃

怀化市 阴转小雨 6℃～20℃
娄底市 阴转小雨 11℃～21℃

衡阳市 多云转阴 11℃～23℃
郴州市 多云 11℃～28℃

本版责编 周卫国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多云转小到中雨 9℃～21℃
永州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8℃～23℃

9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阴天有小雨
南风转北风 ３ ~4 级 9℃～19℃

记者在基层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
员 邓利良）近日，投资40亿元的华天温泉
城开门接客，标志着拥有“天下第一汤”的
宁乡灰汤镇创出“金镶玉”战略促城乡一
体化新模式，全镇已成一个“大花园”。

“淼淼灰汤，三贵三冠，美哉壮哉，是
谓国汤。 ”一首《国汤颂》，是灰汤温泉之奇
的生动写照。 灰汤镇在宁乡县委、县政府

支持下 ，借 “国汤 ”做城乡一体化发展文
章，他们推出了“金镶玉”战略，“玉”即“沸
玉天堂”， 即依托温泉资源创建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金”就是“6朵金花”，即围绕温
泉旅游度假区，把全镇规划为“江南水寨、
古镇人家 、乐活天地 、桃源仙境 、田园牧
歌、锦绣花乡”6个旅游配套区。 城为“玉”，
乡即“金”，以“玉”带“金”，实现城在乡中，

城乡一体。
如今，温泉资源区内已引资80亿元，建

成和在建华天温泉城、 紫龙湾温泉国际大
酒店等8大高档温泉宾馆，一个占灰汤全镇
1/3地域的路网相连、山水相依的温泉新城
基本成型。 “6朵金花”通过连续3年超过10
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已相继诞生葡
萄园、蔬菜园、花卉园、农家生活体验园、贡

鸭水产园等万亩高效观光农业园。
“金镶玉”战略的推进，带来了旅游的

火爆和产业升级，连续3年，旅游观光人数
和旅游收入分别以60%与50%的速度飙升，
今年，游客有望超过150万人次。 农民年人
均纯收入由3年前的8000元，增加到去年的
18000元。 灰汤镇党委书记龚畅说，我们心
中的灰汤，是一座全新的田园城镇。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张明) 11月23日，天气晴朗。 东安县白
牙市镇京口村的两口山塘工地上，数十名
劳力对山塘进行加固维修。据县水利部门
介绍，今年晚稻收割一结束，该县每天有
上万劳力上阵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掀起新
一轮农田水利建设新高潮。

东安县有各类水利工程3万多处，但
大部分建设标准偏低，且老化失修。 2009

年，该县被国家财政部、水利部确定为全
国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重点县之一，县里将
水利建设列为发展现代农业的 “一号工
程”，有效整合水利、烟草、国土、农业等部
门建设资金，县财政每年投入近1000万元
和争取国家投资，3年来共投入2亿多元，
对金江、松江两座中型水库进行了大坝加
固和溢洪道整修；对芦江大盛至芦洪市11
公里河流进行治理；兴建了井头圩、川岩、

芦洪市3个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区，还
兴建了农村安全饮水工程79处，改造灌溉
渠道66条，加固整修山塘278口。 建成后的
项目区渠相通 、路相连 、田成片 ，5.8万亩
农田实现排灌自如、旱涝保收。

从去年起，该县还动员农民自发加入
到小型水利建设中来。遵循自主、参与、协
商、合作的原则，先后在13个乡镇45个村
成立了51个农民用水户协会，入会农户近

2万户，涉及稻田面积近10万亩。 用水户协
会统一协调用水管理、 工程建设维护管
理。 今年秋冬以来，农民用水户协会筹资
500多万元，开工小农水项目200多处。 井
头圩镇大藕村农民用水户协会于今年夏
秋干旱时成立，秋收一结束，就开展水利
建设，目前已投入资金70万元，改造扩建
两口骨干山塘， 增加有效蓄水库容5.4万
方。

桃花江畔舞蹁跹
本报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罗中华 王美玲 张玲

11月27日晚6时多， 采访2011年全国学生定向越野
精英赛暨省第三届媒体精英挑战赛的记者， 在桃江县城
桃花江沿江风光带一个广场上看到， 伴着宋祖英一曲
《月亮红》， 三四百人踩着音乐节拍舞动起来。 舞者腰肢
扭得柔软、 脚步迈得轻快， 脸上笑容绽放。 这是桃江县
城近20个广场舞队伍中人数最多的一支 ， 叫大众健身
队。 领舞的叫黄美秀， 年近70岁的她是这支健身队的组
建者。

“今天， 我教大家一个舞蹈， 叫 《拍手舞 》。 来 ，
大家跟着我的节拍走。” 黄美秀按下音乐播放器， 放起
了拍手舞曲子， 她的脚步踩着节奏， 手臂挥动起来， 动
作轻柔， 旋转灵巧， 丝毫看不出她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
人。 大家跟着黄美秀认真练习着。 中间一个小节拍中，
要左右两次扭动腰部， 让臀部随着腰摆动起来， 这需要
一定的技巧和舞蹈功底。 很多五六十岁的妇女老练不
好， 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但又觉得这个动作特别有意
思。 三四十岁的妇女则带着自信， 不停琢磨动作要领。

这时， 在广场边散步的人也围拢来， 边看边笑。 黄
美秀拿着扩音器， 对围观的人群说： “大家笑什么呢？”
一位男士答道： “跳得好， 跳得好哩， 你再教教！” 于
是， 队伍里和队伍外的人都笑开了。 一对30多岁的年轻
夫妇带着七八岁的儿子经过， 一家3口跟着扭动起来 。
儿子很聪明， 一下学会了， 他还指着爸爸说 ： “你真
笨！” 这一家3口前俯后仰笑成一团。

这支给大家带来欢乐带来健康的队伍， 去年6月组
建之初只有三五个人， 半个月后发展到100多人， 不到
一年半就拥有500多会员。 只要不下雨， 他们每晚都来
跳舞。 每周一早晨， 黄美秀还到桃江体育馆与县城各个
交谊舞队、 广场舞队以及太极拳队、腰鼓队、扇子舞队中
的领队和指导老师一起开周会，交流各自队伍的情况。这
些队伍中的“头头们”大多是退休教师和干部，他们的口
号是：“带着大家健康快乐，自己更健康快乐！ ”

目前， 桃江县城乡有560多支健身队伍和230多个文
体活动中心， 吸引了3万多城乡居民常年参加群众性文
体活动 。 他们计划在
明年重阳节， 组织80支
队伍 ， 到县城桃花江
广场进行一场大PK呢。

本报11月28日讯 （记者 陈永刚）“吃
鱼吃鱼，船上吃活鱼！”这样的吆喝，你可能
不陌生，可你不知道的是，在长沙水域现有
的80多条餐饮船中，只有1条是各类证照办
理齐全的， 其他的均为无证非法经营的水
上餐饮。今天上午，长沙市召开水上安全综
合整治动员大会， 宣布即日起将开展为期
半年的水上交通、 河道采砂和水上餐饮专
项整治行动， 取缔所有无证非法经营的水
上餐饮， 确保全市江河湖泊水域的航运安
全、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根据部署， 此次长沙水上安全综合整
治的范围包括：湘江、沩水河、捞刀河、浏阳
河、靳江河等“一江四河”及有渡口的其他
河流、大中小型水库。将重点整治无证无照

船舶非法参与营运、 渔船及农用船非法载
客、客渡船非法渡运汽车、客运、货运船舶
超员超载航行等行为； 将长沙湘江三汊矶
大桥至黑石铺大桥之间的水域列为交通管
制区，各类船舶必须在依法公布的锚地、停
泊区内锚泊、停靠；对于日运送量在300人
以上的渡口，将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完善渡
口安全设施；将坚决打击非法采砂、吸砂、
淘金、乱采滥挖、乱堆乱弃、乱建砂石场等
行为，对流动性砂场一律依法取缔。

水上餐饮整治以存在安全隐患、污染水
体的水上餐饮场所为重点， 将湘江长沙段，
靳江河、龙王港岳麓区段，浏阳河芙蓉区、开
福区段，捞刀河开福区段列为饮用水源保护
区和环境敏感区，上述区段内的水上餐饮船
舶及浮动设施，一律依法取缔；长沙市一级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株树桥水库自然保护
区内，禁止一切水上餐饮活动；禁止在沩水
河、捞刀河、浏阳河、靳江河河段的城市建成
区经营水上餐饮，现有的一律取缔。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何大华 郭峰 黄松柏

掌声热烈，鲜花芬芳。“雷锋式好战士”
———岳阳市消防支队汨罗中队四级警士长
王永林光荣退役了！11月28日上午，桃源县
三阳镇茅叶寺村4组乡亲们欢天喜地迎回
了自己的优秀儿子王永林。

“学雷锋快乐，快乐学雷锋。”这是王永
林的青春宣言。支队政治处主任王明科称，
从军16年来， 王永林先后参加无偿献血36
次18100毫升；向社会捐款50000余元，捐物
200余件；先后6次荣立一、二、三等功，40多
次受到国家部委、省、市级表彰，荣膺“全国
优秀消防卫士”、省消防总队“雷锋式好战

士”等称号。 今年4月，他被卫生部、中国红
十字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联合授予“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11月25日，在获悉王永林要退役的消息
后，岳阳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和社会各界群众
代表共600多人， 为王永林等退役战士举行
了欢送仪式。汨罗市政协副主席余仲春代表
市慈善总会向王永林颁发了 “爱的使者 善
的楷模”匾牌；岳阳市中心血站向王永林赠
送了“岳阳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锦旗。王永林表示：
“我将以这次退役为新的起点， 退伍不退报
国志，解甲不减卫士心，把自己的所有力量、
才智、激情，奉献给社会和人民。 ”

在将帮扶驻地孤寡老人“爱心接力棒”
交给战友、离开警营前再献一次血、最后一
次向军旗行注目礼后， 王永林依依不舍地
告别了曾经战斗、 生活了16载的岳阳市消
防支队汨罗中队。 他流着眼泪哽咽地说：
“我一辈子都是消防兵！ ”

首款大功率高速永磁
同步风力发电机下线

本报11月28日讯 （记者 李
文峰 通讯员 朱剑飞 苑广阔 ）
今天， 南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研
制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首
款大功率高速永磁同步风力发电
机走下生产线， 标志着我国企业
已具备自主研发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的高速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的
能力。

此款发电机最大功率为2.5
兆瓦， 具有效率高、 体积小、 结
构紧凑、 成本低、 可靠性高、 维
护量小等诸多优点。 它采用全功
率变流控制， 使机组具有良好的
低电压穿越性能。 与直驱型永磁
同步风力发电机相比， 其体积大
大减小、 重量大大减轻， 特别是
磁钢用量大大减少， 性价比优势
更加突出 ， 具有很好的市场前
景。

涵养水源首选树种

城步发现大面积
亮叶水青冈古树群落

本报11月28日讯 （通讯员
饶兴军 唐承元 记者 冒蕞 ）近
日， 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
划设计院与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
院7位专家，在城步金童山省级自
然保护区内发现了目前国内面积
最大、 保存最完好的亮叶水青冈
古树群落。

据了解， 该古树群落位于金
童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将军岩、三
百岭、黑山岭、木晏山一带，沿海
拔1700米左右山脊线呈 “L”形分
布，总面积在1万亩以上。 其中最
大的树胸径达113厘米，最高的达
27米，树龄最长的超过400年。 目
前，金童山已被国家林业局、中科
院及国内十几所院校定为中国亚
热带山地毛玉山竹———亮叶水青
冈群丛科研模式样地。

亮叶水青冈能截留和储存大
量水分， 被列为国家水源涵养林
和“天保工程”首选树种，并被列
入国家“三有”易危物种和省级重
点保护植物。

临湘35万农民看病
实现“即付即补”

本报11月2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胡子贵 张明
子 李忧靖） 11月25日， 临湘市白羊田镇八百村村医王泰
山在接诊完后， 熟练的打开电脑登录临湘市新型农村合作
管理办公室的门诊补偿系统， 通过网络直接将参合村民的
看病费用补偿到位。 刚输完液的参合群众廖新华指着电脑
对记者说， “开了什么药， 需要多少钱， 能报销多少， 我
一看就能明白， 如今看病、 报销真方便啊。”

临湘是省卫生厅确立的全省首批卫生信息化建设的8
个试点县市之一。 三年来， 通过不断建立和完善卫生信息
化网络建设， 他们在全市设立兑付点36个， 每个兑付点都
配齐了工作人员， 配备了电脑、 打印机等办公用品及便民
设施， 实行了网络审核报账， 参合病人出院后即可当场领
取合作医疗补助， 实现了 “即付即补”。

该市依托卫生信息化网络进一步加强卫生管理， 他们
还在管理系统中植入一系列规定， 如超标收费红色警示、
目录外用药比例控制、 三级审核制度、 结口数据导入规
则、 数据修改权限等， 避免出现个人违规行为 。 截至目
前， 该市已查处蓄意骗取新农合基金事件44起， 为国家挽
回损失400多万元； 查处不合理检查、 用药770余起， 为参
合农民减轻医药费用540多万元。

桑植借民歌节招商签约5.9亿元
本报11月28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今天， 革

命老区桑植县举行第二届中国·桑植民歌节招商引资暨旅
游推介会， 齐聚全国各地100多名工商界人士， 现场签约6
个项目共5.9亿元。

桑植资源丰富、 历史悠久 ， 人文厚重 ， 蕴藏无限商
机。 此次招商签约的项目分别是 ： 120万双旅游鞋加工 、
桑植故事开发、 惊梦酒业扩能改造、 60万吨铁矿选矿深加
工、 20万立方米粉煤灰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线和年产120
万吨新干法水泥生产线。

80余条餐饮船 仅1条证照齐全

湘江长沙段禁止“船上吃鱼”

“雷锋式好战士”王永林无偿献血36次18100毫升———

“我一辈子都是消防兵！ ”

灰汤渐成“大花园”“金镶玉”战略
促城乡一体

东安热建“小农水”农民成为主力
每天万人上阵

龙山建起305个“农家书屋”
本报11月28日讯 （通讯员 魏宏齐 记者 张湘河） 屋

子宽敞明亮， 书籍分类整齐， 村民们坐在长凳上， 聚精会
神地看书读报……11月27日 ， 记者在龙山县茨岩塘镇村
“农家书屋” 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目前， 该县已建成 “农
家书屋” 305个， 实现了行政村和社区全覆盖。

龙山在实施 “农家书屋” 建设工程中， 以便民、 实用
为原则， “农家书屋” 场地由村里提供， 由农民自己管
理， 每家由政府提供15000元以上的各类书籍， 5000元以
上的书架、 报架、 椅凳等设施。 同时， 龙山还探索出 “部
门参与、 社会捐助、 企业赞助、 村街协助” 的模式筹集各
类图书。 目前， 龙山县已建成 “农家书屋” 305个， 共收
藏图书165.7万册、 光盘1.56万张、 各种报刊100余种， 500
多名文化程度较高、 有责任心的农民被选聘为 “农家书
屋” 管理员。

11月 28日 ，
永州回龙圩管理
区八仙洞办事处
大湾村果农在采
摘蜜橘。 该区实
施 科 技 兴 果 战
略 ， 今年 5万亩
以蜜橘、 脐橙为
主的水果喜获丰
收。

本报记者
张新国 摄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