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李青松 张灵碰）近日，沅
陵县民政局及老科协工作人员在县
城老城甲第巷 ，发现了一所清代 “育
婴堂”。 这个发现，将对研究我国古代
慈善事业起到积极作用。

“育婴堂 ”位于沅陵老城甲第巷
47、49号，坐北朝南，与湘西胜利公园
相连，紧靠光荣院，占地约500平方米
（含遗址 ），四周围着砖墙 ，里面现存
一栋两层楼木房 ，形成 “四合院 ”，有
比较精致的岩制大门， 约3米高、2米
宽。 门上方挂着“育婴堂”横匾，右侧
刻有“道光癸卯年孟秋组建”，左侧刻
有“辰州府冯翊雷成樸立”。 咸丰五年
在大门外立有“屋铺、捐项”3块石碑，
公布20多个生意门面 ， 权属 “育婴
堂”。 据悉，育婴堂是旧社会一种慈善

性收养孤儿的组织。 凡是地方贫户，
生育子女无力抚养的人 ， 可以将孩
子送到育婴堂 ， 由育婴堂收养 ， 代
请乳娘 。 孩子长大后 ， 或谋自立 ，
也可由亲生父母领回 。 育婴堂也接
受社会人士领养。

据史料记载，清朝时对溺婴陋俗
厉禁甚严，因而当时朝廷广为普及育
婴为善举的观念。 清人陈康祺的《郎
潜纪闻·卷四》 载， 孝庄皇后首先带
头，从自己名下拨出一份钱粮 ，朝中
满汉大臣随之纷纷解囊，京城第一座
育婴堂于康熙元年 （1662年 ）正式落
成。 此后，朝廷还将设立育婴堂作为
考评地方官员施政绩效的一项标准，
并规定，若官员个人捐资达到一定数
额，就可以获得嘉奖。 在朝廷大力倡
导下，育婴堂很快遍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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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邵阳市 阵雨 14℃～20℃
湘潭市 小到中雨转阵雨 14℃～21℃

张家界 阴转小雨 14℃～20℃
吉首市 阴转中雨 13℃～16℃
岳阳市 阵雨 15℃～22℃

常德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14℃～22℃
益阳市 小到中雨转阵雨 14℃～21℃

怀化市 小雨 13℃～17℃
娄底市 小到中雨 14℃～22℃

衡阳市 雷阵雨转阴 15℃～23℃
郴州市 阴转阵雨 15℃～23℃

株洲市 中雨 14℃～21℃
永州市 阵雨 17℃～22℃

9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南风 2 级 15℃～21℃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郭云飞
通讯员 邓雄章 雷越毅 石科圣 ）近
日，在全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会上，益阳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被评
为2011年度全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管工作先进单位。在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监管工作绩效考核中，益阳居全
省第一。这表明，益阳创建“放心餐饮
城市”已取得明显成效。

过去，益阳市中心城区小餐饮店

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去年3月，该
市按照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标准要求，
出台了中心城区小餐饮店食品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市区小
餐饮店从业人员须进行预防性健康
体检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有效餐饮
服务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率
达到100％；主要卫生设施配备符合标
准要求，设施完备、功能区域布局合
理；食品安全监督分级管理制度实施

率、建立实施原料进货索证制度率达
到100%。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实行市局
领导包区、区局领导包片、科（股）室
包路段、 工作人员包店的责任制，实
行 “白加黑”（不分白天黑夜）、“5+2”
（取消双休日）工作方式，全面开展中
心城区小餐饮店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目前 ， 中心城区1469家小餐饮店有
1295家达到合格门店以上标准，达标
率由整治前的2.6%上升到88.2%，并

涌现“示范门店”58家、餐饮示范街数
条。

据悉， 到今年8月迎接全国卫生
城市检查之前，益阳市中心城区所有
小餐饮店将全部达到 《“国家卫生城
市标准》”有关要求。同时，益阳市将出
台“放心食堂”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强
化对学校（含托幼机构）、企事业单位、
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
一步提高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水平。

本报记者 徐亚平

情也真，爱也切，盼也久。 3月27日
上午， 岳阳市政协主席赖社光与长江
江豚长达半个月的 “约会” 终于跃然
“水”上。 平生第一次看到“水中大熊
猫”，赖社光激情难抑：“我和市政协所
有副主席都支持你们保护江豚！ ”

一个灿烂的“约会”
3月12日， 我如约向赖社光汇报

了江豚保护的3大攻坚目标和16项工
作的执行情况，赖社光明确表示：“你
们做的工作都很好， 我会密切关注。
我们政协人才多 、力量大 ，我们都来
参与江豚保护工作！ ”

他特意叮嘱 ：“找机会带我去好
好看看江豚噢！ ”

3月26日， 根据近日洞庭湖区风
和日丽的气象，我给赖社光发了一条
短信：明天很可能看到江豚。 赖社光
当即回电：“几时出发？ ”我说：“明天9
时从街河口码头出发 ，8时40分在巴
陵广场碰头。 ”

随后，我连忙给江豚保护协会副
会长何大明下达 “死命令”：“明早你
先行一步，设法找到江豚的踪影！ ”

一次艰难的邂逅
27日6时30分，何大明下湖。 寻找

了90分钟后，他焦虑地打来电话：“经
常能看到的3口之家， 今天突然不见
了。 ‘鬼崽子’跑到哪里去了呢？ ”

我安慰他：“不要着急， 慢慢找。
与江豚有缘的人一定会遇到江豚。 ”

8时30分 ， 赖社光就打来电话 ：
“我到了哩。 ”

9时，在志愿者胡伏林、黄迪飞帮
助下， 我们下湖去寻找江豚的倩影。
“为什么江豚会锐减到85头？ ”赖社光
关切地问。 “电捕鱼、迷魂阵、矮围、打
螺蛳，都是洞庭湖的‘害业’。 ”

赖社光表示：“请江豚保护协会尽
快将江豚保护的重要性、 紧迫性写一
个材料，我向市委书记、市长汇报。 ”

40分钟后 ， 我突然在前方东南
200米处， 发现有一头江豚闪动了一
下背脊。 “快看！ 还会出现。 ”果然，1
分钟后它连续出现2次。

何大明在我们身后500米处也发
现了江豚，他向我们招手。 我们旋即
降低船速，掉头向何大明靠拢。

“看到了！ ”“看到了！ ”大家露出
了满意的笑容。

此时 ， 主航道上运砂船马达轰
鸣，穿梭不息。 赖社光问：“这些船对
江豚有影响么？ ”何大明答道：“有。船
过于密集 ，螺旋桨会打死它 ，噪音干
扰严重！ ”赖社光称：“这要海事部门
加强船舶管理。 ”

一句坚定的誓言
10时20分上岸，我邀赖社光去洞

庭湖“九龟群岛”中的 “五龟 ”岛附近
看一看：“有600亩水面， 是洞庭湖的
自然水域 ，相对安全 、宁静 ，是江豚
‘就地保护’的最好场所！ 我选择在那
建一个江豚观测站和救护站。 ”

实地考察以后， 赖社光很惊喜：
“真是个好地方！ 请你抓紧论证，我全
力支持！ ”他坚定地表示：“我要市政
协所有副主席都支持你们，都来参与
江豚保护工作。 下月初我来组织岳阳
县和畜牧水产 、地方海事 、水利等部
门开一个协调会， 请你作主题发言，
我来协调、分一下工，各司其职，保护
好江豚的栖息地！ ”

本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地处新化西部边陲的奉家镇 ，
距县城100来公里，地广人稀 ，一些
村组，距镇政府所在地也近50公里。

3月24日至26日， 记者沿着通村
公路采访，由川坳村出发，爬完长达
31.8公里的川月公路，到达月光村小
学，时而跃上云端，时而深入谷底，山
脊悬崖随处可见，典型的边远高寒山
区特色。 经历“普九”运动的撤并学
校，奉家镇还是保留了川月公路沿途
的川坳小学、茶坪小学、报木小学和
月光小学。其中报木小学和月光小学
都只有一位老师，一个复式班。

保留这些麻雀式的袖珍学校，
避免了山区孩子上学路上的安全问
题，减轻了家长的负担，但是由于生
源不多，投入有限，这些学校基本上
是因陋就简， 一般就是一座农家破

旧板房。因此，让孩子们在家门口读
书，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也是权宜之
计，绝非长远之策。

其实，在山区，寄宿制小学已经
出现。 在古桃花源所在的下团村小
学，我们就见到过一位陪读的妇女，
在学校旁边租一房子， 陪读小学的
孩子寄宿读书。然而，能够放下劳作
专门陪孩子读书的农家毕竟不多 ，
就是寄宿的同学， 周末还是步行回
家，往往要独自在山区走十几里路。

奉家镇上团管区寄宿制小学校
长奉斌华说 ：“办寄宿制小学两年
来，多数学生独自步行进校回家，让
我很揪心。 ” 水车镇的石丰小学被
撤， 孩子们要到山下的锡溪小学去
读书， 家长罗崇瑞说：“送孩子进学

校， 接孩子回家， 实在是一个大负
担。 ”在山区，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
都盼有校车。

贫困山区的校车哪里来？ 以往
搭乘的是乡里营运的小面的、 摩托
车。外地一系列校车事故发生后，各
地为防事故，强调校车标准，这种车
子不准坐了， 但能坐的合格校车却
还是个传说。 奉斌华说：“我们这种
边远特困山区，只能两眼向上。 ”新
化县天门乡主管新闻的乡领导曾志
文说：“告别麻雀学校， 推广山区寄
宿制小学， 必须同时引来开往春天
的校车。 ”

责任落实到位 监管毫不松懈

益阳打造“放心餐饮城市”

长沙洋湖城市中心广场
主体开建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陶芳芳）3月27日， 长沙大河
西先导区洋湖总部经济区引擎项
目———洋湖城市中心广场，举行隆重
奠基仪式，此举标志着洋湖片区已进
入项目全面启动建设新阶段。

洋湖城市中心广场项目位于洋
湖片区东侧， 东临湘江， 南接城市
绿化景观带， 西傍洋湖湿地公园及
商业金融区， 总用地面积近7万平方
米。 在五星酒店与写字楼之间 ， 规
划了一个面积近4万平方米的市民中
心广场。

张家界至曼谷
国际包机航班通航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王建军）今天12时20
分 , 一架载有132名泰国游客的波音
737飞机OEA870次航班，徐徐降落在
张家界荷花国际机场。 自此，张家界
至曼谷国际包机航班正式通航。

。。。。———亚平手记
拯救江豚

岳阳洞庭湖旅游度假区
岳阳楼君山岛景区管委会
洞 庭 湖 国 际 公 馆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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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豚的艰难邂逅

记者在基层

沅陵发现清代“育婴堂”
泸溪1700万元
整脏治乱

本报3月28日讯（通讯员 李焱华
龚家彪 记者 彭业忠）3月25日，天气
回暖，春意盎然。 在泸溪县白沙镇橘
颂广场附近， 工人们正在分组施工，
挖土、扶苗、放苗……种下樟树和桂
花树等，播下一片新绿。

该县按照“巩固、提高、拓展、延
伸 、长效 ”的思路 ，今年将投入资金
1720万元，用于农村整脏治乱和绿化
行动。 一方面，绿化、亮化、美化、硬
化、净化县城白沙，加强洗溪镇、解放
岩乡和石榴坪乡等3个示范乡镇的基
础设施建设，同时加强对其他乡镇的
日常管理和整治工作，彻底改变城乡
面貌。

盼望开往山村的校车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3月28日，民兵在扑灭余火。27日14时左右，芷江侗族自治县土桥乡发生森林火灾，山火燃烧面积达600余亩。该
县人武部迅速组织80多名民兵应急分队人员赶赴现场灭火。 28日凌晨1时许，火势基本得到控制。

任大新 潘明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