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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4日讯（记者 张湘河）1月
4日，花垣县猫儿乡豆子村苗族农民石
春茂正在新家打扫卫生， 他喜气洋洋
地告诉记者，春节肯定在新房子过。据
悉，目前自治州已完成危房改造10836
户 ，9319户农民将像石春茂一样在春
节前搬进新居。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2011年
加大了农村危房改造资金配套力度，
各县（市）成立了由县（市）长任组长的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出台了
土地审批、 房产登记费用减免等优惠
政策。 全州形成了责任明确、 任务落
实、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

局。花垣县以因灾毁房户、分散供养五
保户、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重点
优抚对象及其他贫困户为重点， 严格
审定全县农村危房改造对象1500户 ，
并按照1人户30平方米 、2人户40平方
米、3人户以上60平方米的标准进行农
村危房改造改建， 春节前5000余名群

众喜迁新居。
据统计， 自治州在2011年中共投

入资金4.2亿元，全面完成了当年农村
危房改造工程任务，完工率为100%，资
金到位率为100%，完成危房改造10836
户，使4.4万农村困难群众实现了住有
所居的愿望。

本报1月4日讯（记者 李光华 通讯
员 张金波 颜媛婷）今日,记者走进湘潭
县纪委、监察局会议室，令人眼前一亮：
在占满了一面墙的“荣誉栏”里，悬挂着
上级党委、政府在近4年内颁发给他们的
56张奖状；在档案柜里，珍藏着不少来自
基层单位、普通群众的感谢信和锦旗。

有人说，“纪检监察部门是得罪人
的地方。 ”为什么湘潭县纪委监察局能
得到满堂喝彩？ 回答便是“严于律己，

从严执纪”8个字。
“打铁先得自身硬”。 正是基于这

样的认识，他们建立“三位一体”机制，
打造思想过硬、业务精良、作风正派的
纪检监察队伍。 一抓教育。 今年来，先
后组织开展了“学党章践荣辱观”、“做
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贴心人”、“破陋
习 树廉风”等学习教育活动，以个案
为载体教育干部洁身自爱；二抓制度。
围绕治庸、治乱、治贪，他们出台了《湘

潭县纪委机关干部管理制度》；三抓监
督。把纪检、监察干部所必备的思想品
行、 工作作风和管理要求公诸于众，以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广泛接受社会
各界的监督。坚持不懈实施“三位一体”
的直接结果是： 近3年来未发现一例违
纪违法事件， 社会满意度连续5年逐步
提高，高于全县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干部队伍严于律己， 为切实履行
好为民执纪创造了条件。他们开展“民

情走访”、“开门办公”和开设“民情热
线”、“民情网站”，做到“有报必查 、有
查必究”。 2011年来，他们共受理各类
反映和投诉130多起，采取交办、督办、
自办等多种形式进行处理， 共处理公
务员83名，责成有关单位整章建制396
项，使所有问题全部妥善解决。湘潭县
纪委、监察局在获得“湖南省纪委工作
先进单位”之后，最近又获得“全省人
民满意公务员集体”称号。

本报1月4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刘源 彭静） 新年
伊始，桃源县九溪乡官坪村板龙源
大舞台上灯笼高挂、 彩旗飘扬，来
自桃源县九溪乡和鼎城区草坪镇
的8支民间 “草根 ”剧团登台唱戏 ，
1000多名闻讯而来的农民群众热
热闹闹地聚在一起 ，参加 “迎新春
庆丰收民间剧团大联欢”。

桃源县九溪乡是省内外有名
的“群众文化艺术之乡”，28个民间
“草根”剧团常年活跃在乡村民间、
周边乡镇，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的文
化主力 ， 每年由农民剧团操办的
“农民艺术节” 已经成为该乡的一
个文化品牌。 去年底，该乡民间艺
术协会会长黄春阳听说鼎城区的

草坪镇也成立了民间艺术协会，民
间文化同样火爆，便主动与草坪镇
取得联系。 两个协会一合计，决定
邀请草坪镇的民间剧团到九溪乡
来， 与当地民间剧团同台献艺，和
当地农民一道联欢。

这个文化创意一下子就得到了
两地党委、政府的肯定与支持，也受
到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 在当天的
大联欢中 ，舞蹈 《盛世欢歌 》、快板
《农业保险好》、小品《扫地出门》、歌
曲《九溪新貌》等节目说的身边人、
唱的身边事， 更演出了农民丰收的
喜悦。 九溪乡卓桥村的64岁老农民
罗三清对记者说， 乡里剧团的这些
“土节目” 既有政府的惠民政策，又
讲身边的新鲜事，最合农民的胃口。

本报1月4日讯（记者 贺威 通
讯员 袁愈雄 袁杰伟）高考加分怎
么做才能为高校选拔更多优质生
源？ 近日，记者从娄底市教育局获
悉，由娄底市承担的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 “十二五 ”教育部重点课题高
考加分政策改革研究，已经进入全
面实施阶段。

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发展大致
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年至1978年，
实行“优先录取”；1978年至2004年，
推行“加、降分投档”；2004年至今，
采取不断调整和细化加分项目的渐
变渐进方式。 近年来，高考加分政策
成了公众争议的教育热门话题和社
会焦点问题。 2010年7月，娄底市教
育考试院向湖南省教育考试院申报

了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研究课题，今
年2月，该课题正式通过全国教育科
学“十二五”规划立项，晋升为“十二
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课题被分为四个子课题，娄底
市8所省、 市示范性普通高中至少
承担一个子课题项目研究。 课题组
已在2011年对娄底16所学校进行
了调研，发放调查问卷18000多份，
并于2011年10月上旬在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召开3次调研
座谈会，完成了北京市高校的课题
问卷调研工作。

据悉， 课题将于2013年6月结
题 ，研究成果在试点成功后 ，最终
将形成一个简明扼要、可操作性的
报告递交给国家教育部。

本报1月4日讯（记者 吴君丽 通讯
员 刘巧雄)过去是荒山荒地，如今是鲜
艳的玫瑰撒满地，农民的口袋还因此鼓
囊起来。 近日，新邵县大新乡大东村异
常热闹，衡阳、张家界、怀化等市州的种
植大户纷纷前来学习玫瑰花种植技术。

大新乡距新邵县城约40公里 ，属
我省重点工程筱溪电站移民库区境内。
境内交通落后，山多地少，当地农民收
入微薄。 为发展库区经济、改善移民生
活，2009年， 在省移民局和当地林业部
门专家的指导下，大东村开始引种玫瑰
花，2010年10月又扶持成立了筱溪库区
玫瑰花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两年来的
种植和选育， 已成功遴选出适合当
地栽植的丰花玫瑰和四季玫瑰等品
种。目前，大东村移民库区的所有移
民大都加入了专业合作社， 还带动

周边近200户农民家庭加入合作社。 当
地移民和附近村民种植玫瑰花的热情
被大大激发，过去光秃秃的荒山 ，如今
成为当地农民的“聚宝盆”，近2000亩玫
瑰花让库区花香四溢。

大东村党支部书记刘林庄介绍 ，
该村种植的玫瑰花今年开始已有所产
出。目前，合作社正着手引进玫瑰花精
深加工项目， 提炼玫瑰精油、 天然色
素， 制作玫瑰花茶、 玫瑰酒等系列产
品，提升玫瑰花种植附加值。根据玫瑰
花的生长期，3年后可丰产， 预计每亩
收入至少可达4000元以上， 每户年均
可增加1万元以上收入。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振兴 范永萃

歌声唱出来，秧歌舞起来，感动的
泪淌下来。 虽是严冬，但岳阳监狱六监
区却洋溢着融融的暖意。2011年12月28
日，岳阳监狱和农工民主党岳阳市委联
合举办“爱在高墙”主题亲情帮教活动。
23名专家、教授、文艺家和95名服刑人
员亲属走进监内， 与服刑人员促膝谈
心。 谆谆教诲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服刑
人员干涸的心田，回报亲人、回报社会
成为服刑人员加速改造的动力。

中午1时，岳阳市政协副主席、农
工民主党岳阳市委主委李为率专家、
教授、艺术家和服刑人员亲属，参观了
服刑人员监舍、学习室、食堂、劳动改
造现场。 一位专家感慨道：“看到这里

的一切，简直不相信是监狱，更像是置
身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岳阳监狱负责
人向客人们介绍了监狱组织服刑人
员劳动、培训其一技之长的举措，并征
求他们对监狱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
位服刑人员母亲激动地连说了3个“没
想到”：“没想到自己的儿子能在如此
干净、整洁的环境里改造；没想到监狱
的管理如此科学、文明、规范；没想到
监狱民警如此辛苦、有耐心。 ”

下午3时，专家 、教授 、艺术家和
服刑人员亲属， 与服刑人员促膝交
谈。他们中，既有满头银发的老者，也
有年轻妻子和兄弟姐妹，还有天真懵
懂的孩子。虽然年龄不同，角色不同，

但一颗颗帮教的心是相同的。
晚上7时，亲情帮教联谊晚会上，

服刑人员演出了其自编自排的舞蹈
《感恩的心》、集体诵读《弟子规 》、现
身说法《忏悔》等节目，表达了他们感
恩亲人、民警和社会，重塑新我的精
神风貌。 民警和艺术家演唱了《从头
再来》等歌曲，表达了对服刑人员早
日新生的殷切期望与诚挚祝愿。

当《生日祝福歌 》响起 ，5名当天
过生日的服刑人员收到了活动组织
者为他们准备的生日蛋糕和书籍。歌
声、烛光、祝福声交织成一幅温馨感
人的画卷； 歌手陈星演唱其成名作
《流浪歌》将晚会推向了高潮。

“草根”剧团大联欢
两地农民庆丰年

高考加分怎么做

娄底研究高考加分改革大新乡近2000亩玫瑰花花香四溢
玫瑰种植让农民户均可增收1万元

爱在高墙内流淌

炎陵神农谷跻身
国家4A级景区
本报1月4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张兴林 范立华 何力辉 ）
近日，炎陵神农谷景区被全国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为
国家4A级景区。这是继炎帝陵景区
后，炎陵县成功创建的第二个国家
4A级景区。

近年来，炎陵县为神农谷编制
了景区发展规划，并投入4000余万
元，建设、完善景区游客服务中心、
停车场、厕所、标识标牌等基础设
施；投入25.49万元，用于景区自然
景观、生态系统、珍稀动植物保护。

２０12年1月5日 星期四
本版责编 周卫国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彭扬

市州新闻

邵阳市 雨夹雪转小雨 2℃～4℃
湘潭市 多云转小雨 1℃～4℃

张家界 雨夹雪 3℃～5℃
吉首市 小雨转雨夹雪 2℃～5℃
岳阳市 阴 3℃～5℃

常德市 雨夹雪 1℃～4℃
益阳市 阴转雨夹雪 2℃～5℃

怀化市 小雨 2℃～5℃
娄底市 雨夹雪 1℃～4℃

衡阳市 小雨 3℃～5℃
郴州市 雨夹雪转小雨 1℃～4℃

株洲市 阴转小雨 3℃～6℃
永州市 小雨 1℃～4℃

9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雪，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3～4 级 2℃～4℃

1月4日晚，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舞蹈系《冬季花儿开》舞蹈专场演出在湖
南大剧院举行。 《冬季花儿开》、《再别康桥》等15个舞蹈精品节目充分展示了
舞蹈专业教育的丰硕成果。 该系办学60年，培养了一万多名优秀舞蹈表演、
教育和艺术管理人才。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万户农民节前告别危房进新居自治州

湘潭县纪委 严于律己从严执纪赢得满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