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陶芳芳 ）今天 ，刘少奇故
里清明诗词会暨花明楼诗词教育
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刘少奇纪
念馆举行。

据了解， 花明楼诗社自2006
年成立以来 ，继承 、发展 、弘扬先
进民族文化， 得到社会各界高度
关注。 为促进中华诗词的普及与

提高 ，推动诗词进学校 、机关 、社
区 、农村 、企业 ，花明楼诗社理事
会决定成立诗词教育发展基金
会， 向热心中华诗词教育的社会
各界募集诗词教育发展基金 ，基
金会产生的利息收益将作为 《花
明楼诗联》定期出版资金来源。 省
诗词协会会长赵炎森说：“花明楼
诗社为刘少奇故里增添了光彩。 ”

本报4月4日讯 （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彭运良 李应收） 春风又
绿江南岸，锁石油菜尽金黄。 清明
小长假， 正在举办油菜花节的双
峰县锁石镇， 迎来了数万游客赏
花观景。

4月初的双峰， 山清水秀、鲜
花盛开。 特别是一眼望不到头的
油菜花地，在阳光下灿若朝霞、艳
似锦缎。 青翠欲滴的山峦、生机勃
勃的田园、花木环绕的农舍，织成
了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 ，令
人流连忘返。

除了遍地开放的油菜花 ，双
峰县还将农业生产与乡村旅游巧
妙地结合起来， 种植了其他适宜
观赏的经济作物。 以锁石镇、蛇形
山镇为主， 种植油菜20万亩。 同
时，甘塘铺的芍药、牡丹与三塘铺
的石榴、荷叶镇的荷花，连片种植
均在1000亩以上，做到游客赏花、
消费和农民收获相得益彰 。 近3
年， 双峰县以花为媒促进乡村旅
游 ，共接待游客510万人次 ，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26.93亿元， 农民人
均增收400元。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典波 姚平 ）4月2日是
第五个“世界自闭症日”。 当日10
时 ，岳阳市残联 、市文明办 、团市
委联合举办的“关爱自闭症、点燃
心希望———蓝色行动”启动。 该市
爱心助残志愿者协会、 清风义工
和江豚保护协会等12个志愿者组
织的200多名爱心大使，联手为自
闭症儿童 “加油 ”，呼吁全社会关
注自闭症患者。

自闭症也叫孤独症，是医学界

难解的一个谜。 自闭症儿童又被称
作“孤独天使”。 2009年以来，岳阳
市残联已对90多名自闭症儿童进
行康复训练。 “蓝色行动”启动仪式
上，岳阳爱弥尔自闭症儿童训练中
心的5位小朋友表演了舞蹈 《星星
的愿望》， 残疾人歌手游舰演唱了
其原创歌曲《选择坚强》。 市残联理
事长向科军表示，要更好地搭建关
心自闭症患者的工作平台，帮助他
们尽快康复、融入社会，让每个自闭
症患儿和其他儿童一样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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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邵阳市 中雨转阵雨 14℃～20℃
湘潭市 阴转多云 12℃～22℃

张家界 阴转晴 11℃～25℃
吉首市 阵雨转多云 11℃～23℃
岳阳市 阵雨转多云 12℃～23℃

常德市 多云 10℃～23℃
益阳市 小到中雨转多云 11℃～23℃

怀化市 雷阵雨转小雨 12℃～20℃
娄底市 阵雨转多云 12℃～20℃

衡阳市 小雨 12℃～19℃
郴州市 阵雨转中雨 14℃～23℃

株洲市 阵雨转多云 12℃～20℃
永州市 中到大雨 15℃～21℃

6
长沙市
今天阵雨转多云，明天阴天间多云
北风 2～3 级 12℃～22℃

本报4月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杨毅群 李青松 毛铠）今天一
大早， 沅陵县官庄镇海沙坪村党支部
书记李建华就赶到镇里， 参加在沅陵
县六中开设的村干部大专学历培训班
学习。

李建华介绍 ，去年9月 ，县里与怀
化职业技术学院合作， 在官庄镇开办
村干部大专学历培训班，全镇有154名
村干部、后备干部参加培训，费用由财

政出。 学习地点离村近，不影响家里生
产与村里的工作。

李建华参加的学历培训，是沅陵县
实施的“千名村干部学历教育工程”。该
工程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实施，旨在提高
村干部综合素质，全面推进“学习型”村
级组织建设。 去年在官庄镇试点，今年
在各乡镇整体推进， 力争3年使1000名
村（社区）干部、后备干部接受大专以上
学历教育。 到2015年底，全县现任45岁

以下村（社区）干部达到大专以上文化
程度。 据了解，村干部大专学历培训学
员学制3年， 平时培训以在乡镇集中授
课为主、函授为辅。 县财政共安排1000
万元， 用于 “千名村干部学历教育工
程”。 今年，全县共有404名村（社区）干
部、后备干部报名参加学历教育。

为做到学以致用，沅陵县按照“按
需教育 、超前教育 ”原则 ，为村干部设
置了农村经济服务管理、 种植生产与

经营、 社区服务管理、 旅游管理等专
业，并开设农村实用技术和电脑操作、
政策法规 、文秘写作 、群众工作 、领导
艺术等课程。 县里还建立“学历教育+
岗位培训”教育模式，采取到职院学理
论、在乡镇进行技能培训的方式，使村
干部在不脱产、不离岗的情况下，能够
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 目前，已在
沅陵镇、官庄等6个乡镇建立村干部学
习实践基地，将“课堂”办到田间地头。

沅陵斥资千万送村干部读“大学”
力争3年使1000名村（社区）干部、后备干部接受大专以上学历教育

本报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欧阳友忠

4月头两天，一场原生态的瑶族婚
礼在湘南大山深处举行。 朝着歌声和
唢呐声传来的方向， 记者驱车越过崇
山峻岭， 来到宁远县九嶷山瑶族乡牛
亚岭瑶寨， 见证了这场别具特色的婚
礼。

牛亚岭瑶寨地处大山山谷， 房屋
依山而建，黄土墙青灰瓦，木柱或挑或
立，构成瑶族独特的吊脚楼。屋前小桥
流水，屋后绿树成荫。只有十几户人家
的瑶寨，因为有一对新人喜结良缘，整
个寨子沉浸在一派忙碌和喜庆中。

4月1日上午10时许， 我们走进这
个古朴典雅的瑶寨时， 全村男女老少
都在忙个不停，杀猪、蒸酒、磨豆腐、写
对联、搞卫生、摆桌椅、布新房……对
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 主人表
现得格外热情。从交谈中得知，新娘是
本村的冯海艳， 新郎是庙冲村的赵贵
平，双方都是地地道道的瑶家人。由于
这次是男到女家落户，婚礼另有讲究。
从筹备到举行婚礼，要闹腾两天，主人

一家诚邀我们全程参加。 这天是婚礼
前一天，新郎家举行迎宾尝酒。亲朋好
友挑着茶担（猪肉、鸡、鱼、米、碗、布、
喜炮之类）到主家贺喜，主家迎接鼓乐
师、师公，并设宴贺客尝酒。新娘家则
举行嫁女尝酒。亲朋好友携带红蛋、布
匹及其他生活用品和喜炮前来贺喜，
男方总管、 鼓乐师携带酒席所需物品
到新娘家操办嫁女酒宴。

酒宴结束已是夜幕降临， 新郎家
天井内已燃起篝火， 瑶家别具特色的
“坐歌堂” 即将登场。“金瓶载酒批批
落， 银瓶载酒落批批， 二人饮了合婚
酒，饮了为婚一世情。”“坐歌堂”先由
主方歌手盘一妹、冯友富“起歌堂”，然
后众人和唱， 并进入歌堂， 分主客就
座，献茶、敬烟都以歌对答。大家以歌
的形式教阿妹如何待人接物， 祝愿阿
妹幸福一生， 祝贺新郎新娘爱情地久
天长。有的即兴而唱，借歌抒怀。即使
是互不相识的瑶家青年， 也可以歌进
场，以歌会友，借歌发挥，拉近距离。歌
至午夜，已婚男女（包括客人）悄悄退
场，让未婚男女选择对象，倾诉心曲。
于是，歌堂转入情歌对唱。歌声悠悠情

悠悠，通宵达旦。
4月2日，冯海艳、赵贵平的婚礼进

入重头戏。从附近村寨赶来的100多名
瑶胞，身着干净漂亮的民族服饰，一早
来到冯海艳家的吊脚楼上，嗑着瓜子，
喝着大碗茶，谈笑风生。红衣柜、红挑
箱、红纸伞、红被子、大竹筐、小背篓等
婚嫁用品，整齐排列，喜气洋洋。村民
赵兰妹笑呵呵地告诉我们， 她结婚时
是按瑶族传统习俗办的， 今天又可看
到当年的婚嫁场面了。

上午9时许，行媒、新郎、伴郎等来
到新娘家点燃一挂鞭炮， 送亲队伍抬
着嫁妆在鼓乐声中启程。 走在最前面
的是乐队，接着是抬柜挑担的送亲客。
头披红盖头的新娘在两名伴娘撑着红
纸伞引导下缓缓而行，100余人的送亲
队伍跟随其后， 在茂密的山林中时隐
时现。一小时后，送亲队伍来到新郎村
口，迎亲队伍早早在此等候，两支乐队
汇合，一阵鼓乐，两支乐队互行礼和献
烟，三打三吹绕新娘转三圈后，将送亲
队伍迎进新郎家门口坐下。

“堂上鸳鸯欣对舞，庭中鸾凤喜双
飞” 的大红对联把新郎家装点得格外

喜庆。鼓乐师三打三吹后，由厨姑倒热
水，陪姑为新娘洗手洗脚，又三打三吹
女客洗脚，再三打三吹男客洗脚。吹鼓
手向新娘行礼，乐队接新娘进大门，在
神堂前行礼进洞房。接着，摆宴席，宾
客依次就座，起乐、鸣锣，分别三打三
吹后接新郎新娘至堂屋。女童、男童为
新郎新娘披红插金花， 总管引新人拜
堂、拜天地、拜祖宗、拜双亲、拜亲朋。
礼毕，菜肴上齐，鼓手祝酒12杯，然后
分别由男方父亲和女方母亲带新郎新
娘到对方亲友席前祝酒认亲。

鼓乐悠悠，笑语阵阵，牛亚岭处处
洋溢着喜庆欢快的气氛，我们也陶醉在
这古朴醇厚的民俗之中。据县民委主任
赵文辉介绍， 宁远有4个瑶族乡，3.5万
多名瑶胞， 原生态瑶族婚礼独具风情，
绵延千年不息，有20多项程序，歌、曲有
几十种，是瑶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县委、
县政府将对这种原生态瑶族婚礼习俗
加以整理保护， 争取将其申报为省级
乃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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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乐悠悠，笑语
阵阵 。 青翠的田野
上 ， 长长的送亲队
伍，见证着瑶族同胞
对爱情和美好生活
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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