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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员干部群众
积极参与

收到短信回复8479条，网络
回复7896条

本报2月5日讯 （记者 乔伊蕾） 记者今天从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自 “湖南精神” 征集提
炼活动开展以来， 截至2月4日上午11时， 共收到基层短信回
复8479条； 红星网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专栏收到网络
回复7896条。

为确保征集提炼活动取得实效， 省委组织部积极构建了
以 “12371” 基层党建手机信息系统、 红星网、 红星视频为主
体的 “三位一体” 工作平台， 畅通了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
渠道。 2月1日， “12371” 平台向全省基层党组织书记、 大学
生村官、 非公经济党组织书记等约5.3万人， 发出了活动正式
启动消息短信。 2月2日， 省手机信息平台又将 “北京精神”、
“上海精神”、 “广东精神”、 “江苏精神” 以及我省各市州已
提炼出来的 “湖南精神” 发送至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参考借鉴，
有效提高了短信回复质量。 同时， 在红星网开通的 “湖南精
神” 征集提炼活动专栏中， 设置了 “活动介绍 ”、 “新闻评
论”、 “视频点播”、 “我要留言”、 “短信展示”、 “各地关
注度” 等多种板块， 既为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回复开辟了快速
通道， 又为大家对 “湖南精神” 进行表述提供了展示平台。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让我感受到了湖湘文化的独
特魅力， 看到了湖南人民精神面貌的显著变化。” 许多基层党
员发来短信表示， 通过参与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 对
我省建设文化强省、 建设美好家园更加自信了。

据统计， 截至2月4日， 活动累计收到信函4985件， 仅当
日收到信函117件； 累计收到网络回复5452条， 仅当日收到网
络回复2063条 ； 累计收到短信8479条 ， 仅当日收到短信342
条。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朗朗 周志国

水上人向水上人求助；水上人向岸
上人求助；岸上人为水中人鼓劲。 2月5
日下午，一场穿越风雨、穿越洞庭、穿越
300公里对“国宝”小天鹅的紧急救援，在
岳阳、华容以及洞庭湖的两片水域之间
成功展开。

过完年，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
者范钦贵从老家华容注滋口镇去岳阳守
护江豚。 临行前，他向长期下湖的渔民
兄弟周建国抱拳相托：“遇到落难的野生
动物，一定要向我报警啊！ ”

这不，“事情”来了。 “我在红旗湖对
面天鹅荡南边，发现一只7.5公斤重的小
天鹅飞不起来，快来救它！ ”5日12时许，
范钦贵和向忠于、江科明志愿巡逻到洞

庭湖煤炭湾水域时， 突然接到华容县43
岁渔民周建国的求救电话。

据周建国报告的位置， 双方迎面对
开需要2小时；再驶向岳阳靠岸至少还需
要3个小时。 怎么办？ 范钦贵按捺住激动
的心情，立即给协会会长打电话求援。

“各方立即直航就近靠岸！ ”由于航
程太远、 船速太慢， 协会会长立即启动
“一级响应”：调集志愿者、高级兽医师谢
拥军和鸟类专家彭祥林采购药品； 副会
长何大明采购食物； 摄影家徐典波做好
现场摄录准备。

14时，各路人马全部集结，2台“救护
车”顶风冒雨飙出古城岳阳，急驰华容注
滋口。

湖区烟雨苍茫，人烟稀少。记者反复
问路， 艰难向目的地靠近，150公里行程
折腾了近3小时。 16时43分，我们驶抵华
容注滋口镇桑田村4组。

几乎被冷雨冻僵的周建国， 将用自
己的棉衣包裹着的小天鹅交到了谢拥军
手中； 周建国的妻子也给小天鹅准备好
了玉米和水。 （下转2版③）

“第一次吃汤圆，很开心”
———玉树灾区14名受助藏族

孩子来长沙“探亲”
本报记者 张斌

“第一次吃汤圆， 很开心， 能亲手做出来更开心。” 2月5
日， 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敬老院， 8岁藏族孩子阿义毛周兴
奋地说。

2月4日23时许， 阿义毛周和其他13名藏族孩子抵达长沙。
5日一大早， 在随行志愿者的带领下， 孩子们来到了岳麓街道
敬老院， 和当地的老年人、 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亲手做汤圆、
吃汤圆， 欢庆元宵佳节， 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来长沙的第一
天。

这14名孩子都来自玉树地震灾区的大山里， 他们中最大
的22岁， 最小的仅8岁。 他们有的在地震中失去双亲， 有的被
火烧伤， 还有的家庭依然十分贫困。 “感恩之旅” 由震后长
期在玉树做义工的志愿者潘禹奇和孙景义组织， 将途经全国
14个城市， 并联络各地的志愿者们共同帮扶。 孙景义告诉记
者， 从1月12日起， 这些孩子先后在河南郑州、 湖北孝感和武
汉等地拜访 “探亲”， 这次来长沙后 ， 还将计划去广州 、 深
圳、 上海、 杭州等地。

一到长沙， 长沙的志愿者们就组织了14个爱心家庭、 爱
心人士与藏族孩子们结对而行， 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来自长沙
的温暖。

13岁的西然多杰，对湖南有特殊感情。 西然多杰家中十分
贫困，母亲因工伤失去左臂丧失部分劳动力，父亲无力支撑整
个家庭而出走，家中还有身患心脏病的弟弟和年幼的妹妹。 自
小，小多杰就早早地挑起了家中的重担。 （下转2版②）

元宵节降温降雨
本报2月5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尹婷） 6日是我国传统佳节元宵节。
省气象台预计 ， 元宵节期间 ， 湖南将
出现降温降雨天气 ， 对各地赏灯观月
等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

2月4日是二十四节气的立春 。 但
实际上 ， 湖南暂时还不能感受春天的
气息。 根据气象学的入春标准， 连续5
天日平均气温超过10摄氏度才算步入
春天。 近期全省日平均气温普遍偏低，
加之冷空气活跃， 真正入春尚需时日。

未来一周 ， 全省将出现多阴雨
（雪） 天气。 5日晚到6日， 受冷暖空气
共同影响 ， 全省将出现风力加大 、 降
温 、 降水天气过程 ， 其中湘南局部降
水较明显。 6日晚， 湘中以北将转为雨
雪天气。 7日 ， 全省受偏北气流控制 ，
雨雪减弱， 将出现短暂间歇。 8日晚到
11日 ， 受补充南下冷空气影响 ， 将有
新一轮雨雪天气过程。

� � � �本报2月5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
声田 通讯员 邓道理 ） 整合优势资
源 ， 打造演艺湘军 。 2月 4日 ， 记者
从刚组建的张家界魅力神歌演艺集
团获悉 ， 武陵源 4家本土演艺企业
2012年将抱团发展 ， 华丽 “变脸 ” ，
打造极具张家界地域特色的民族文

化大戏。
张家界魅力神歌演艺集团由武陵

源的 《魅力湘西 》 、 《梯玛神歌 》 、
《印象张家界 》、 《魅力张家界 》 等4
家演艺企业组建， 龙年春节后将压缩
节目数量 ， 原有4台演出节目只保留
两台， 即为室内的 《魅力湘西》 和室

外的 《梯玛神歌 》， 实行集团管理 ，
全方位改造升级， 统一营销， 扩大市
场占有率。

“白天赏山水美景， 晚上看民族
大戏 。” 2011年度 ， 武陵源区演艺企
业共接待游客120万人 ， 实现票房收
入超过1亿元 。 业内人士分析 ， 张家
界演艺业组建集团和 “变脸 ”， 不仅
有助提升节目质量， 还将进一步点亮
张家界的 “夜经济”。

炎陵获评“中国
优质黄桃之乡”

本报2月5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彭新平 刘玉芳 李石平） 近日，在
北京举办的中国果蔬产业品牌论坛上，
炎陵县被评为“中国优质黄桃之乡”。

中国果蔬产业品牌论坛是我国研究
和推广果蔬产业权威性平台。 此次炎陵
县被评为 “中国优质黄桃之乡”， 是全
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

炎陵黄桃以其个大、形正、色艳、肉
脆、味甜、香浓等特点，驰名国内外，多次
被评为省优质水果，2008年获农业部绿
色食品认证。近年来，该县依托县内资源
优势， 把黄桃产业作为调整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增加山区农民收入的突破口，走
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之
路，全面推广黄桃套袋栽培、配方施肥、
频振式杀虫灯、 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新技
术， 加快了黄桃产业的发展， 使之成为
炎陵农业一大特色支柱产业和富民产
业， 亩均年产值过1万元。

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陈生真

初春的武陵山脉， 山下是绿意盎然
的绿竹与青松， 山上是皑皑白雪和缭绕
的云雾，好一幅美丽的画卷。

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吉首 ，
就坐落在武陵山下。 它是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

拥有4200多年历史的乾州古城 ，早
在明清时期，便与凤凰城齐名，有“乾州
的城、凤凰的兵”之称。

然而她又极年轻———1952年才由
“乾城县”更名为“吉首县”，1982年，改县
为市。

吉首城， 坐落在南北长达10公里的
峡谷之中，且分为乾州古城、吉首旧城、

乾州新城三大板块。
吉首，一座名副其实的“谷韵之城”。

10年的不懈努力， 城市基础设施焕然一
新， 城区面积由2000年的9.5平方公里扩
大到现在的21.3平方公里，人口也由12.7
万提高到19.5万。

确定品牌：科学精准的定位
城市品牌， 是城市管理理念的具体

指向；城市品牌，是城市经营方式的路线
图。

2010年， 吉首市委、 市政府解放思
想、开放心灵，在充分调研后，廓清了这
样一个共识： 在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的同时，注重城市的软件建设，将城
市作为一个品牌去经营， 从而提升核心
竞争力， 并进而成为自治州经济发展的

核心增长极。
思路决定出路。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中南大学 、中

国城市建设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院城市规划研究所、 天津大美天成城市
形象策划公司等5家国内顶级专业机构，
参加了吉首城市品牌方案设计的竞标。

南开大学凭借雄厚的学术实力抢得
头筹。 并将“三特———山区特点、民族特
色、 时代特征”、“三市———生态立市、旅
游兴市、工业强市”、“四个中心———旅游
集散中心、 商贸物流中心、 工业加工中
心、文化教育中心”作为核心理念 ，贯穿
于城市品牌设计的始终。

2011年4月 ，反复讨论 ，多方征求民
意，《州府吉首城市品牌体系策划方案 》
最终敲定。 吉首城市品牌的目标定位是：

武陵山区旅游中心城；主品牌语是：谷韵
吉首，带您走进神秘湘西；起支撑作用的
3个子品牌则是： 神奇谷———生态吉首、
神秘谷———文化吉首、 神仙谷———活力
吉首。

吉首市第七次党代会于2011年6月
21日召开，自治州州委常委、吉首市委书
记秦国文的报告， 正式吹响了城市品牌
战略的集结号———《全面实施城市品牌
战略》。

“城市品牌战略，实际上就是做城市
文化战略；用品牌化引领城市化，城市化
带动工业化， 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协同
推进， 突出城市标志性项目和标志标识
系统建设，提高城市影响力，把吉首打造
成武陵山区旅游中心城市。 ”话音落下，
掌声雷动。 （下转2版①）

“谷韵之城”等您来
———吉首市打造城市品牌走笔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王继云 李芳 李玺田

2月3日上午， 记者走进溆浦县木溪
乡雷鸣溪村， 只见该村五保户田显伍家
房屋顶上的太阳光伏发电储存板 “一”
字排开， 在雪后初晴的阳光照射下， 散
发出耀眼的光芒。

“县里给我免费安装了 ‘金太阳’，
节省了电费， 用起来很方便， 很实惠。”

田显伍高兴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 在春
节前夕， 该县木溪乡 “金太阳” 示范工
程全部安装调试结束， 过去经常为用电
发愁的 238户偏远村民现在都用上了
“放心电”。

木溪乡党委书记梁晋芳介绍， 木溪
乡是溆浦县一个典型的边远山区乡， 全
乡13个行政村只有两个村进行了农网改
造 ， 剩下的11个村居民用电经常出现
“遇到雨雪停， 遇到刮风停， 遇到超负

荷停”的“三停”现象。 一些村民反映，用
电价格也高，有的村每度电收费高达1.6
元钱，一些农户每月电费要近百元，昂贵
的电费给部分贫困家庭增加了较大的经
济负担。一些农户由于居住过于偏僻，拉
通电线成本过高， 一直没有用上电。 这
些难题一直困扰着乡村干部。

去年下半年 ， 该乡获悉国家 “金
太阳 ” 示范工程能够采用太阳能光伏
供电模式 ， 通过装置配供电箱 ， 直接
用太阳能自动发电 ， 可同时满足一台
电视机和 3个 10瓦节能灯的用电需求
的信息后 ， 立刻向县里反映情况 ， 积
极申请项目。 （下转2版④）

� � � �上图： 2月5日， “直通民意， 欢闹元
宵” 长沙市芙蓉区2012年欢舞闹元宵活动
在芙蓉广场举行。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尹卫东 摄

� � � �左图： 2月5日， 郴州市苏仙区举行第
二届民间艺术节暨龙狮比赛活动 ， 庆祝
元宵节。 李细万 摄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 � � �图为孩子们和
爱心人士一起为敬
老院的老人们做元
宵。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张家界演艺业将“抱团变脸”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２０12年2月

星期一

本报新闻热线：18907312110
华声在线（湖南在线）：www.voc.com.cn

6壬辰年正月十五

正月廿八 雨水

今日 8 版 第 22516 号

记者在基层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四地联动救天鹅

“金太阳”照亮偏僻村

让创新联盟干大事

科技发力呵护一江清水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将攻击任何被用来袭击伊的地点

温州立人集团董事长被拘
涉嫌民间借贷数十亿元

详见2版

详见4版

详见8版

详见8版

闹元宵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表述语选登

中俄再次否决叙问题决议草案
中方： 片面施压无助于问题解决 详见3版

详见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