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同建成智能机器人实验室
本报3月27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华晓 蒋涛 刘剑波）3月25
日，由会同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
心筹资建立的智能机器人实验室，在
会同一中科教楼首次开放。 该实验室
由12台电脑终端和7台乐高机器人、1
个竞赛场地组成，能同时容纳30多名
学生进行机器人组装、编程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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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邵阳市 多云转阵雨 14℃～25℃
湘潭市 多云 13℃～25℃

张家界 雷阵雨转小到中雨 12℃～20℃
吉首市 阴转阵雨 14℃～21℃
岳阳市 多云转阵雨 14℃～23℃

常德市 多云转小雨 12℃～22℃
益阳市 多云转雷阵雨 14℃～23℃

怀化市 阴转小雨 13℃～22℃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12℃～23℃

衡阳市 多云 16℃～26℃
郴州市 晴转多云 18℃～28℃

株洲市 多云转阵雨 16℃～26℃
永州市 多云转阵雨 14℃～25℃

5
长沙市
今天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明天有小到中雨
南风 2 级 16℃～24℃

本报3月27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罗颖 周建伟 ）连日来 ，炎陵
县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大会战。 县委书
记黄诗燕带领县直机关干部职工
2000余人， 来到霞阳镇石子坝村，在
荒山上栽种了2万株油茶苗。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该县造林
目标任务、 完成进度及劳动场景等，
一一显示在县林业系统电子政务综
合办公专网上。 这标志着炎陵生态建

设进入了“数控时代”。
今年初 ， 炎陵县林业系统启用

林业电子政务专网综合办公系统 ，
县林业局机关股室与15个乡镇林业
站都与省林业电子政务网实现互联
互通 。 除公文批签 、 下发 、 上报 、
阅读在网上进行外 ， 植树造林与林
政管理等也上了专网 ， 不仅节约了
办公费用 ， 而且使机关运转更加规
范有序、 工作更加公正透明、办事更

加高效便民，极大地提高了林业资源
配置与监管水平。 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风趣地说 ，无纸化办公等于是 “办公
室造林”。

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加快了全县
林业生产步伐。 今年，该县围绕实现
城区园林化 、山区森林化 、道路林荫
化、庭院花园化目标，投入2000万元，
形成了“政府投资、工程造林、公司造
林 、社会造林 、镇村绿化 ”5轮齐动的

良好局面。 打开县林业系统电子政务
综合办公专网， 上面的信息显示：目
前，全县已完成整地近5万亩、栽种树
苗2.6万亩， 分别占今春造林任务的
95.1%、57.5%；封山育林1.2万亩，补种
9890亩 ， 并在周边树立了坚固的标
牌，标明了封育区范围、面积、责任人
等。 记者还了解到，作为“中国绿色名
县 ”， 炎陵县目前森林覆盖率高达
83.51%，位居全省第一。

本报3月27日讯 （通讯员 曾森
徐发标）今天，湖南望城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望城农商银
行”）挂牌开业，成为长沙地区第4家
农村商业银行。

望城农商银行是经中国银监会批
准，由自然人、企业法人共同发起设立
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发起人120名，注
册资金5亿元，其前身为望城农村合作

银行。在今年2月23日召开的创立大会
上， 选举产生了望城农商银行第一届
董事会和监事会， 初步搭建了望城农
商银行的治理构架。 截至今年3月20
日，全行各项存款余额80亿元，各项贷
款余额40亿元，资产总额88亿元，是区
域内经营网点和从业人员最多、 业务
规模和市场份额最大、 资金实力和灵
活性最强的法人金融机构。

本报3月27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邓道理 ) 山水搭舞
台，音乐做桥梁。 3月26日下午，中日
青少年文化交流张家界音乐会在武
陵源黄龙洞景区哈利路亚音乐厅举
行， 日中两国120名青少年共同演绎
了一场音乐盛会。

音乐会上，来自日本国柏市少年

少女合唱团的40名青少年演唱了《茉
莉花》、《樱花》等14首著名歌曲，张家
界市80名青少年演唱了《樱花之歌》、
《飞舞的鸽子花》、《张家界的石头爱
唱歌》等4首歌曲，并进行了二胡等民
乐表演。此次音乐会是纪念中日正式
建交40周年和2012中日国民交流友
好年的民间主题活动之一。

新化山歌唱响桂林
本报3月27日讯 （记者 贺威 通

讯员 刘伟峰 刘明军）3月26日，广西
桂林举行的第二届“三月三民族歌圩
节”山歌王争霸赛上，新化山歌《呜哇
歌》、《溜溜歌》激昂唱响。 新化“山歌
皇后”陈福云作为湖南唯一选手荣获
优秀歌手奖。

新化山歌内容广泛、 调式古老，
表现形式丰富多样， 多用俚俗方言，
说唱风味很浓， 山歌以口头创作、传
唱的方式生存于民间。 2008年，新化
山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名录。 在比赛现场，陈福
云第一个闪亮登台，激昂高亢的歌声
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本报3月27日讯 （通讯员 刘一
清 金中平）3月22日，溆浦县水库移
民管理局在该县思蒙乡白山坨村 ，
举办了一期别开生面的培训班。 64
位移民群众围坐在村支书向延全家
里， 专心听县移民局请来的县林科
所高级工程师向梦虔讲解 《杨梅丰
产栽培技术》。

专家讲解技术， 深山里的农民

听得很有兴致。 “怎样进行施肥管理
才能使杨梅生长快，挂果早？ ”78岁
的老支书黄德传迫不及待提问。 “施
肥遵循的原则是植前施基肥， 植后
追加肥；有机肥和无机肥相结合。 ”
向梦虔向大家介绍具体施肥办法 ：
“一是苗起追加肥，主要促进苗木生

长。 苗木成活后，5至7月份的雨季，
选择下雨天每株施撒1两尿素于苗
蔸周围。施复合肥时要及时翻耕。二
是挂果期追加肥， 主要促进增加挂
果产量 。 施肥时间为春季和秋冬
季。 ”他还就树枝整修、除草防旱、病
虫害防治等一一进行讲解。

本报记者 匡玉 通讯员 侯志中

3月21日， 星期三。 沐着春风春
雨，记者驱车来到离衡东县城20多公
里的杨桥镇， 衡东九中坐落在这里。
该校已有50多年办学历史，全校1400
多名学生， 全是来自周围4个乡镇的
农家子弟。

上午8时50分， 记者走进132班教
室，清脆的上课铃声响起，学生进入教
室。 “同学们好！ ”“老师好！ ”互致问候
后， 讲授这堂课的语文老师走到教室
后排， 一位姓罗的女同学大步走向讲
台。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谈得失》。
有得必有失，有失也会有所得。我记得
一次英语考试时……”罗同学侃侃而

谈。学校教务处老师向记者介绍，衡东
九中语文课前由学生作“3分钟演讲”，
天天如此，班班如此，已坚持10年了。

10年前， 为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
力，锻炼学生胆量，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提高其综合素质， 衡东九中语文教研
组在全校开展“课前3分钟”演讲训练活
动， 并将此打造成该校语文教学的一
大特色。 “课前3分钟”演讲活动按班级
学生学号顺序， 每节课前由一名同学
进行演讲，时限3分钟，内容为校园班级
大事评议、 自我介绍及讲述各地新闻、
小知识、小故事等。 活动开展以来，学生
语文素养得到很大提高，每年学生参加
各种比赛，获奖达200多人次。 学校语文
组还被评为省优秀教研组。

山上造林与“办公室造林”同步

炎陵生态建设进入“数控时代” 望城农商银行挂牌

山水搭舞台 音乐做桥梁

张家界举行中日青少年音乐会

“课前3分钟”

3月26日 ， 双峰
县开发区凯迪生物
质能发电厂工地 ，施
工人员在安装凝汽
器循环水管。 该项目
投资4.8亿元，采用农
林废弃物为燃料的4
台 12MW 供 热 发 电
机组， 发电供热 ，预
计5月竣工投产 。 建
成后，年发电量将达
2.88亿度。

乃继辉 王连兵
摄影报道

专家进山传授“种梅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