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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阵雨 9℃～12℃
湘潭市 小到中雨 8℃～12℃

张家界 阴转小雨 7℃～ 9℃
吉首市 小雨 6℃～ 8℃
岳阳市 小到中雨转小雨 6℃～10℃

常德市 小雨 4℃～7℃
益阳市 小到中雨转小雨 6℃～9℃

怀化市 小雨 5℃～ 8℃
娄底市 小到中雨转小雨 7℃～10℃

衡阳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8℃～13℃
郴州市 阵雨转多云 12℃～22℃

本版责编 周卫国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彭扬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小到中雨 11℃～12℃
永州市 小雨 11℃～13℃

5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２ 级 7℃～10℃

本报2月21日讯 （通讯员 任家地
谭杰成 清明）人勤春来早。连日来，澧
县永丰乡永镇村1600米长的沟渠清淤
与路肩绿化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一派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村党支部书记
黄大宏介绍，在“一事一议”财政奖资
金引导下， 村里一批企业家和在外工
作人员主动捐资近30万元， 使得清淤
工程今年就可发挥效益。

澧县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

为平台，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
应 ， 带动社会各界人士捐款捐物达
1.03亿元 ，占项目总投资70%，村级公
益事业建设如虎添翼。

2009年，澧县抓住 “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政策试点县的契机， 以村内道
路、小型水利设施、环卫设施和公共绿
化为建设重点， 把一大批村民需求最
迫切、 利益最直接的公益事业建设纳
入项目库。 针对部分村级公益事业建

设项目投资较大、财政奖补有限、村民
想干又难以干成的窘况， 该县在积极
争取国家奖补政策、 县级足额配套的
基础上， 采取召开企业家和在外工作
人员联谊会、能人代表恳谈会、节日走
访慰问等多种方式， 激发他们建设家
乡的热情。去年9月，如东乡牌南村一
条1.3公里的村内道路硬化工程纳入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后，村民自
筹和国家配套资金11.4万元， 尚有资

金缺口8.7万元。村支两委向在外务工
人员和籍贯在本村的知名人士发出倡
议， 仅仅半个月时间就收到捐款9万
元，很快建好了水泥路。

近3年来，澧县实施村级公益事业
项目827个，总投资1.49亿元，其中争取
“一事一议 ” 财政奖补资金4601万元
（包括县级配套1300万元）， 带动民间
资本达1.03亿元，全县96%以上的行政
村72万群众受益。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向国生 廖
声田 通讯员 吴勇兵 邓道理 )“妹是
山茶花门前开， 阿哥你若有意你就来
采……” 自张家界魅力湘西艺术团表
演的民族舞蹈《追爱》成功亮相今年央
视春晚后，张家界“追爱之旅”日益火
爆，吸引许多游客走进张家界“追爱”。

日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
春作出重要批示， 充分肯定中央电视
台龙年春晚湖南省送演的节目 《追
爱》，对张家界魅力神歌文化传播集团

及《追爱》节目组表示祝贺。
“现场看《追爱》比电视上看更为震

撼，更原汁原味，还可亲自上台体验，真
不错。”游客郑先生说，春晚看的不过瘾，
现场《追爱》更来神。据了解，自《追爱》节
目亮相央视春晚后， 每晚慕名前来魅力
湘西大剧院现场“追爱”的有上千人。记
者从张家界魅力神歌文化传播集团获
悉， 今年张家界魅力湘西在演艺节目策
划、包装、推介上又有新举措，突出《追
爱》主体，并充分挖掘“张家界，爱无界”

的深刻内涵，有体现原始之爱的茅古斯，
体现朦胧之爱的《翠翠》，有体现浪漫之
爱的《追爱》，体现家国之爱的《英雄魂归
故乡》和体现感恩之爱的《哭嫁》等等，充
分展现了大爱、博爱、无界的爱。

结合张家界景区千里相会、 夫妻
岩、望郎峰、情人谷、连心桥、喜相逢等
自然天成的景观， 目前， 张家界各景
区、 旅行社将山水健康欢乐游与实地
欣赏民族节目《追爱》巧妙结合起来，
包装出“健康张家界、快乐赏《追爱》”

等特色旅游线路，张家界的健康之旅、
欢乐之旅、文化之旅、情感之旅、浪漫
之旅成为游客首选。

“这里的爱不单单指爱情，是一种
广泛意义上的爱。张家界绝美的山水、
精美的人文，值得天下人追爱 !也定能
赢得天下人追爱 !”武陵源区旅游部门
负责人介绍，日前，旅游文化等部门正
在全面包装张家界 “追爱之旅”， 3月
份将在珠三角市场举行 “游爱之山看
爱之戏” 促销活动。

本报记者 徐亚平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
伊人，在水一方……”2月21日下
午 ，风雨茫茫 ，我和江豚保护志
愿者大明、典波花了3个多小时，
闯进了东洞庭湖的“天鹅荡”，走
访渔民兄弟。《诗经·蒹葭》 里的
句子，突然涌上心头，挥之不去。

渔民刘君标看到我， 愁容满
面：“现在要保护江豚，保护环境，
我们赞成。但我们祖祖辈辈搞‘迷
魂阵’，去年我从渔贩、亲戚手中
借了10万元，购置了‘迷魂阵’和
船只。现在说不准搞就不准搞了。
我已负债累累 。 一家人怎么活
啊？”说着说着，他潸然泪下，“渔
政一定要解释清楚，不然，我们想
不通。” 段福宽看了看天， 叹道：
“去年湖里没有水， 我们一家5口
人，收入不到2万元。现在工具卖
不掉， 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一
旁的丁传忠眼睛红了：“我们想上
岸，但大字不识一个，岸上也不认
得人。想打工，谁要啊？”

面对渔民的坦诚与无助，我
忍不住也流泪了， 忽觉自己是个
罪人， 只好一次次作揖：“渔民兄
弟，你们受苦了。我向你们道歉！”

“不怪你 。徐记者你保护江
豚是对的 。作为渔民 ，我们更应
该保护江豚！”

心 ，在慢慢靠近 。我自言自
语 ：岳阳县把今年定为 “东洞庭
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年”， 电打
鱼等非法捕捞是不允许的。请兄
弟们理解 。我们保江豚 ，也是保
渔业资源，保子孙的“饭碗”呀！

“我们理解 。本来就没有鱼
捕了。 我们也想上岸。”“我们可
以配合政府清除‘害业’，但收入
少了，政府能帮助船上老人和小
孩吗？”

政府给你们在岸上建了住房
吧？我问。“建了，但太远了。从趸
船上出发，得划一条小船，走5公

里水路靠近湖洲；又换上套鞋，再
走三四公里沼泽地； 又穿上胶鞋
走5公里地才到高速路拦车， 花4
个小时才到得了新家。” 刘君标
叹，“有新家也还得挨饿啊！”

天苍苍，野茫茫，雨潇潇。17时
许， 上岸购物的渔民张建安一家4
口“归巢”了。老张说：“上岸买东
西，得穿过5公里沼泽地；到君山公
园再坐车去君山区挂口，来去有30
公里。 虽然政府在岸上给了房子，
但我们还是离不开船啊！”

湖中无鱼捕， 上岸没事干。
渔民的生存出现危机了！我一遍
一遍宽慰渔民兄弟 ：“大家有困
难 ，我们一起想办法 。我一定尽
快向政府报告。”

江豚，我所欲也；渔民，亦我
所欲也！二者必须得兼。面对茫茫
洞庭，我再一次坚定了我的信心：
帮扶渔民上岸，转产转业。18时许
上岸， 我给负责渔民就业帮扶服
务工作的协会副会长彭祥林打电
话询问渔民就业帮扶工作进展如
何。“已和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农业
科技系联系培训事宜； 和湖北洪
湖、湖南益阳的朋友取得联系，对
方乐意支持和培训。”

来到君山区渔政站，我向戴
四新站长请教渔民突围之道。他
授艺道：“政府部门可以多指导、
引导渔民转产转业。渔民每年捕
鱼时间一般集中在7至9月，其余
时间渔民可以上岸打短工。比如
基建队 、餐馆等 。还可以组织劳
动技能培训 。反正 ，路是人走出
来的。”

戴四新说的对 。 我突然觉
得：有一盏灯，亮了！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徐亚平）
“作为国家一类口岸，城陵矶再不开
通国际水运直航，就有‘摘帽’的危
险。”在今天上午召开的城陵矶口岸
至港澳水运航线开通工作筹备会
上，省政府口岸办主任徐双荣、中国
驻联合国日内瓦高危物品运输专家
陈正才殷切期望：“直航” 早日顺利
开通，并保持长期稳定运营。

会议商定 ， 直航时间拟定于
2012年3月下旬。 香港国华国际广
州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福建冠海海

运集团和湖南福星仓储物流有限
公司，签订了城陵矶口岸至港澳水
运航线开通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城
陵矶口岸直航港澳进入倒计时。

目前，福建冠海海运集团公司
已安排“66号、67号”姊妹船从事城
陵矶口岸至香港澳门水运航线货
物运输， 两条江海轮正整装待发；
香港国华国际广州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和湖南福星仓储物流、泰格林
纸等负责组织货源 ，港 、湘两地货
物组织已基本完成。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李勇军 马德志） 今天，
通道向 “2·13” 火灾灾区独坡乡新
丰、 骆团村发放了第3批救助物资。
灾民吴柳光领到后连声道谢。

通道“2·13”火灾发生后，社会各
界人士慷慨解囊， 积极为灾区捐款
捐物 。至2月20日 ，累计为灾区捐款

147.63万元、大米2.4万余公斤、面条
1700多公斤、 食用油5000多公斤、衣
物10万余件及价值53.5万元的药品
等。目前，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正有序
发放到灾民手中。

为加强对救灾捐赠款物的监督管
理， 通道成立了救灾捐助资金物资监
督管理领导小组，制订了相关规定。坚

持公开透明原则， 主动公开救灾资金
和物资来源、数量、种类和去向，接受
社会监督。 并对救灾资金和物资实行
专账管理，专款专用、重点使用、合理
分配。在发放救灾款物时，遵循调查摸
底、民主评议、登记造册、张榜公布、公
开发放程序， 做到账目清楚、 手续完
备、群众知情满意。当地监察、财政、审
计等部门加强跟踪监督检查， 对工作
中失职渎职、 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
的，将追究领导和相关人员责任。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张兴林 刘延平 ） 今
天 ， 炎陵县水口镇中心小学上午
第二节课下课后， 全校656名学生
即开始享用牛奶和鸡蛋。 据了解，
从今春开始 ， 该县22所农村学校
义务教育阶段10526名学生每天都
将获得免费课间营养餐 。 这也是
继 “两免一补”、 “农村寄宿生补
助 ” 等之后 ， 该县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享受到的国家又一重大
惠民政策。

去年底，炎陵县被定为我国首

批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县
之一，由中央财政为其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标
准为每生每天3元。 为将这一政策
落到实处，该县于今春启动实施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对象为在炎陵县农村学校就读
的学生 ，不分户籍身份 。根据当地
实际，他们采用由学校食堂供餐的
课间餐模式，膳食营养搭配一周一
轮换，在保证每人每天有一瓶牛奶
的前提下 ，做到搭配合理 、营养均
衡。

游爱之山 看爱之戏

张家界“追爱之旅”日渐火爆

澧县破解新农村建设投入难
“一事一议”拉动民间投资过亿元

渔民兄弟，向你们道歉

!!!!———亚平手记⑨
拯救江豚

岳阳洞庭湖旅游度假区
洞 庭 湖 国 际 公 馆 协办

华容东山镇：

用文化关爱
农村空巢老人

本报2月21日讯（通讯员 郑健全
记者 李宁）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
老、敬老的传统美德，2月初，华容县东
山镇组织“用文化关爱农村空巢老人”
活动，受到群众欢迎。

活动启动后， 镇党委发出公开倡
议书， 号召社会用实际行动帮助空巢
老人， 镇机关干部及个体工商户首先
积极参与， 共为农村空巢老人筹得善
款15000元。2月19日下午，东山镇文化
站在镇敬老院举办了一场联谊活动，
为老人们送戏。联谊活动中，农民自己
组织的演艺队表演了三句半、 花鼓戏
等地方新戏，以及秧歌、腰鼓等深受欢
迎的传统节目， 引得观看的老人们笑
声不断、掌声不停。

据悉， 该镇还将利用镇文化站的
“四室一厅”，为敬老院老人开展“四个
一”服务，即：每天为老人们读一张好
报、 每周组织老人们收看一部优秀传
统剧目、 每月帮老人们与亲属打一个
平安电话、每年和敬老院签订一份《赡
养协议》，努力让全镇的老人们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

2 月
20日， 通
道侗族自
治县独坡
乡新丰村
村民在翻
修火灾中
被毁坏的
屋梁， 积
极开展灾
后重建工
作。

吴祥淼
龙国建 摄

城陵矶口岸3月下旬将直航港澳

每生每天获3元膳食补助

炎陵农村学生有了免费营养课间餐

通道灾区捐赠款物发放有序

� � � � （上接1版①）
2011年中央和省委1号文件及最

近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均强调，实行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水资
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去年，湖南
省绩效评估委员会及时出台《2011年
市州政府绩效评估指标》， 对水资源
管理考核工作进行量化。省水利厅十
分重视水资源管理绩效评估工作，成

立水资源管理省绩效评估领导小组
和由11个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由省水
文水资源勘测局、省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所分别负责水功能区达标率和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两项指标的技
术工作， 并组织7个督查组现场核实
工业生产用水量及水功能区达标率
情况。据悉，全省共采集2011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用水量数据103890个；
省水环境检测中心对88个水功能区

133个水质代表断面按月采集监测水
样2068个， 分析样本水质数据35156
个。

近年来， 我省水资源供需矛盾
日益凸显。 省水利厅厅长戴军勇介
绍， 通过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 严
格控制用水总量， 全面提高用水效
率， 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

� � � � （上接1版②）
村里的许多孩子身上已长起了

冻疮。8岁的小圆圆因父母常年在外
无人照顾， 双手更是被冻得溃烂变
形。傅强拉起圆圆的小手，心里像被
刀割一样。他轻轻为圆圆清理创口，
抹上冻疮膏，嘱咐圆圆要戴上手套，
要天天抹药。圆圆打开“温暖包”，发
现里面还有棉衣、棉鞋、书包等20余
种爱心物资时， 通红的小脸上露出
了天真的笑容：“衣服要等新学期开
学才穿。”

在吉信镇 ，
傅强和志愿者们
一 直 奔 走 在 乡
间， 为30多名孩
子 送 去 “ 温 暖
包”，直到夜幕降
临他们才停下脚
步， 啃起了随身
带的干粮。

大年初三 ，
在凤凰县的慰问
活动结束后 ，傅
强和同伴们又驾
车前往张家界武

陵源山区。山区地势险要，山路因
为冰冻而更加难行，傅强和他的伙
伴硬是用肩挑手提的方式，为灾区
的孩子送去了急需的物资。

整个春节期间， 桂东县寒口
乡、郴州苏仙区大奎上乡、凤凰县
腊尔山、 张家界武陵源区等凝冻
重灾区， 都留下了傅强和他同伴
们的身影。 他们为山区2000余名
严寒中的贫困孩子送上了价值80
万元的 “温暖包 ”，使冰雪中的山
里孩子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志愿者感言】
傅强：湖南是雷锋的家乡，是中国当

代志愿服务精神的发源地之一。 我们有
责任将雷锋精神继承、发扬。参加志愿服
务，就是弘扬雷锋精神的生动体现。

（紧接1版③） 要抢抓中央加快水利改
革发展的重大机遇， 加强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河道型水库建设，切实解
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为农
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梅克保还详细
了解了洞庭湖区交通建设情况， 他强
调， 交通基础设施薄弱一直是制约湖
区发展的瓶颈， 要借助国家加大交通
投入的东风，发动湖区群众不等不靠，
加快完善湖区交通路网体系， 为经济
社会发展铺平道路。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如何
定位，是梅克保一直思考的问题。洞庭
湖区是国家的大粮仓，为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了重要贡献。梅克保深入安乡县现
代农业示范区、华容县新河乡农业蔬菜
基地的田间地头，仔细察看农作物长势
情况。他说，作为传统鱼米之乡，洞庭湖
区要打好粮食和生态“两张牌”，大力发
展现代农业，加快建设农产品生产基地
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扩大粮食耕种面
积，加大农业科技创新，严格环保标准，
不断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

依托湖区丰富的农业资源， 丰康
生物科技公司、 湖南洞庭牧歌食品有
限公司、 华青纺织厂等农产品加工企
业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发展。 梅克保考
察后说，实践证明，要把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 关键是提高农业产业化
水平， 要突出抓好以农产品精深加工
为主的新型工业， 着力培育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形成
产业集群。

调研中， 梅克保还考察了三县的
城市建设。他说，城镇化是扩大投资和
消费的重要抓手， 是城乡统筹发展的
最佳结合点， 也是县域经济的重要增
长极。 要抓好以县城扩容提质为主的
新型城镇化，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不
断提高县城的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
带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促进县
域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