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阳市 多云 21℃～28℃
湘潭市 多云 22℃～27℃

张家界 晴转多云 21℃～29℃
吉首市 晴转多云 21℃～31℃
岳阳市 多云 22℃～26℃

常德市 多云 21℃～27℃
益阳市 多云 21℃～27℃

怀化市 多云 20℃～29℃
娄底市 多云 22℃～27℃

衡阳市 多云 22℃～26℃
郴州市 阴转多云 23℃～28℃

本版责编 谭云东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彭扬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多云 23℃～28℃
永州市 多云 22℃～29℃

9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
北风 ２～３ 级 22℃～28℃

２０12年8月24日 星期五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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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实习生 刘也 通讯员 刘源
彭静 黎妮） 8月9日晚 ， 来自桃源县
九溪乡的民间艺术团体， 带着原汁原
味的民俗节目， 登上了搭建在国家级
常德经开区莲池中学的现代化舞台。
民间艺人返璞归真 、 惟妙惟肖的表
演，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为促进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桃源县采取一系列举措， 对其给予引
导、 鼓励、 扶持。 近3年 ， 县财政投
入600多万元， 用于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 建成高标准、 高质量的乡镇综合
文化站6个， 县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
心延伸到了乡村一级。 同时， 加强文
化人才培养和文化精品创作， 并以民
间文化艺术协会、 老干部文艺协会为
载体， 积极开展各类民间文化活动，

推动民间艺术提质创优。 目前， 全县
民间艺术团体达到238个 ， 民间演艺
人员逾万人， 年收入过2000万元。 这
些民间艺术团体挖掘创新传统民间艺
术表演形式30多种， 推出了一批反映
当地传统民间艺术、 法治文化、 廉政
文化、 善德文化的精品节目。 民间演
艺人员常年活跃在城乡， 使九子鞭、
虾灯舞、 瑜伽焰口手势舞、 板龙灯 、

傩戏等传统民间艺术融入时代元素，
重新焕发生机。

今年来， 桃源民间 “泥腿子” 演
员还纷纷进城表演， 把乡里的绝活带
到城里。 一些城里观众闻所未闻的民
间艺术， 一下子走俏起来。 观音寺镇
农民燕为栋创办的千姿秀艺术团， 今
年在常德市各社区已演出100多场 ，
场场火爆。

本报8月23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
员 罗中华 文凤 吴荣华）近日 ，桃江
县桃花江竹海景区迎来了株洲120人
的旅游团， 这是该景区重新开园后接
待的首批旅游团队。游客在赏玩6.8万
亩翠绿竹海风景后到农家乐品竹笋、
喝擂茶，玩得十分开心。今年上半年，
桃江以竹乡生态游为主的旅游共接待
游客128万人次，综合收入4.67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4%和15%。

桃江县现有南竹林90多万亩 ，秀

丽的竹林景色遍布全县， 仅万亩以上
的竹林就有30多处。近几年来，桃江县
委县政府致力开发竹乡生态游， 把发
展休闲旅游业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的重头戏，他们整合资源、培育品牌、
开拓市场， 旅游产业发展有了新的突
破。 桃花江竹海正式被批准为国家级
森林公园和 “百姓喜爱的湖南百景”。
引进广东一旅游公司投资1.8亿元的
桃花江竹海改建至今已完成门楼、停
车场、游客中心以及观竹楼、景区标识

标牌和别墅等项目建设。
同时， 桃江县着力提升旅游接待

水平 ,成立了农家乐旅游协会，出台了
一系列农家乐管理办法。此外，桃花江
女子旅游学校每年都培养出大批旅游
服务人才，商家们开发出竹蒜、竹笋等
竹食品系列和桃花江擂茶、雪峰
山绿茶等深受游客喜爱的旅游
食品，还研发了颇具竹乡特色的
竹制品，包括竹凉席、竹画屏、竹
根雕等。

桃江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 ，
该县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规划建设竹
文化展馆，精心研制开发竹笋宴席。一
个以观竹景、听竹乐、品竹菜、吃竹饭、
购竹具为主要内容的 “桃江竹乡生态
游”产业链正在形成。

桃源传统民间艺术走俏城乡

桃江打造竹乡生态游产业链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 邓永松

120平方米的两层新楼房 ，三
室一厅，客厅摆放着新冰箱、电视、
沙发 ，墙上挂着女儿绣的 “家和万
事兴”和“福”字……这是51岁的万
冬菊和丈夫去年修建的渔民新家。

“感谢党和政府 ，让我们住上
了新楼房。”8月20日，在万冬菊家，
她笑呵呵地对记者说。

去年， 沅陵县落实渔民解困政
策，万冬菊家获得政府危房改造补助
金，拆掉破旧平房建起了楼房。如今，
丈夫弃船转行， 到矿场给人打工，月
薪2000多元，万冬菊每天到市场上做
点小生意， 一月至少也有1500元收
入，家里老人还拿到了养老金。这些，
是万冬菊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万冬菊所在的沅陵县沅陵镇
渔家巷社区， 去年8月前还是县畜
牧水产局渔业大队 ， 共有 734户
2309位渔民。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
是城镇居民，大都住着破旧的木板
房，享受不到城镇医保、低保，过着

“白天一张网 、晚上七尺板 ”的 “水
上漂”生活。

渔家巷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
去年县政府实施渔民解困工程，将
渔业大队划归沅陵镇政府，新成立
了渔家巷居委会， 帮助109户无房
户解决了住房问题 ， 并鼓励引导
40%的渔民实现转产就业， 还帮助
渔民落实医保 、养老保险 、困难生
活救助和子女就读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保证每户渔民至少有一人享
受到低保。

和万冬菊一样，44岁的宋丽也
住在渔家巷社区，上有老、下有小。
去年 ，政府帮她家解决了老 、小低
保问题。宋丽说，由渔民变市民，从
船上搬进了社区，虽然房子住得还
有点挤，但安居乐业了。

从渔家巷出来，记者看到社区
居委会门口的墙上贴满红纸，原来
今年 8月底要举行居委会换届选
举，红纸上的是选民名单，万冬菊、
宋丽的名字都在上面。宋丽高兴地
说 ：“我们也可以选举自己称意的
‘当家人’了。”

本报8月2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唐炜 钱雄亮）湖南中小微
型企业产品产销洽谈会今天在长
沙闭幕。产洽会期间举行的邵阳市
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共签约34个
项目，签约金额达21.6亿元。

在当天的签约仪式上，来自食
品加工、五金工具、汽车零部件、电
子机械等邵阳市优势发展产业的

34家中小企业找到了合作项目的
“心上人”。其中有28家企业与来自
美国 、德国 、斯里兰卡等境外采购
商签约。作为邵阳市出口创汇第一
大户的阳光发品有限公司，与一家
美国经销商当场签订了1000万美
元的订单 。据介绍 ，阳光发品主要
出口欧美高端市场，该公司去年出
口金额超过5000万美元。

本报8月23日讯 （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 李茁 廖丽娟）“您对县城区
玉溪河治理工程进度满意吗？ 不满
意可以写上您的意见 。”近日 ，宜章
县“电视问政”工作人员深入各街道
向市民征求意见。这个月来，宜章组
织 10多个工作组深入各乡村 （社
区）、企事业单位等，采访市民230余
人次，发放“问政”调查1.2万份，收到
各类意见和建议7000余条。

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效率，提高群
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今年8月，该
县开展“电视问政”活动，以电视采访

或书面问卷的形式，广泛收集群众对
政府施政的意见和建议，每天动态播
出，架起群众直接参政、问政的桥梁。
并开通“电视问政”热线，广泛收集民
意。该县将针对群众反映较普遍的问
题进行归类、整理，并研究确定“电视
问政”主题内容 ，由相关单位 、乡镇
“一把手” 为问政主体， 接受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民意代表、作风监督员
及客商代表等的问政，县级分管领导
及邀请的有关专家现场点评，公开问
政，公开承诺，促进干部作风转变，提
高工作效率。

本报8月23日讯（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邹大国 谢静 ）日
前 ， 记者从慈利县农村信用社获
悉， 该社各项存款余额达30.08亿
元， 较2006年同期增加20亿元，率
先成为张家界首家存款突破30亿
元的县级联社。

慈利信用联社理事长罗长庆介
绍，长期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和

“三进三送活动”（进社区、 进企业、
进农户；送产品、送信用、送服务）、
扩大农信社影响面是前提， 发挥网
点优势、提升行业服务水平、客户利
益至上是关键。截至7月末，慈利县
农村信用社累计评定信用农户14.6
万户、城镇个体工商信用户8300户，
安装ATM机8台，投放POS机200台，
发放福祥卡10.4万张。

本报8月23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典波 周拥军 ） 今天上
午， 省慈善总会 “爱心改变命运”
岳阳捐赠现场，岳阳市云溪区福利
院孤儿卢春花接受5000元助学金，
深表感谢 。仪式上 ，省慈善总会向
岳阳慈善总会、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共捐赠助学金50万元，用于助学当

地考上大学的寒门学子。
“爱心改变命运 ”慈善助学活

动由省慈善总会发起，今年正值活
动开展10周年。10年总共筹集爱心
助学金近8000万元，帮助贫困大学
新生2万多名。 岳阳始终积极响应
此慈善助学活动，共筹集善款1300
万元，资助寒门学子3381名。

本报8月23日讯（通讯员 李焱
华 记者 黄纯芳 ） 泸溪县公安局
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逻、控制可防
性案件发生，遏制了多发性侵财犯
罪。从去年9月实行“白+黑”巡逻机
制开始到目前，该县公安机关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32名，破获刑事案
件14起、治安案件19起。

该县公安局推出“白+黑”巡逻机

制，白天以对重点区域巡逻为主，每个
巡逻组由2名民警带领6名辅警驾驶警
用摩托车，每小时不间断进行巡逻，加
大对校园周边、菜市场、电影院、银行
网点等重要地段的巡逻；晚上，由民警
带领辅警在社区徒步巡逻，深入居民
区、娱乐场所集中的路段进行巡查，对
易发案部位进行蹲点守候，对重点可
疑人员进行现场盘查。

8月23日， 凤凰县山江镇， 工作
人员在安装太阳能LED路灯 。 今年 ，
该县投资10万元， 首次在该镇试点安
装绿色节能的太阳能LED路灯， 推进
山江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黄晓军 吴再兴 摄影报道

宜章“电视问政”征民意改作风

渔民新歌

省慈善总会爱心改变2万名学子命运

泸溪公安推行“白+黑”巡逻

“绿色电脑进西部”
赠送仪式花垣举行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龙艾青）8月23日， 由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
部、文化部联合组织实施的2012年“绿
色电脑进西部” 活动湖南赠送仪式在
花垣县边城镇举行， 并现场向该县发
放电脑110台。

“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主要面向
我国西部地区， 以解决未成年人和基
层群众上网难为重点， 统一为农村中
小学和基层乡镇文化站、 社区文化中
心无偿配置电脑。此次捐赠活动，我省
共获赠电脑3500台， 其中自治州获赠
1000台。所赠送的电脑，都安装有国家
主管部门认定的“绿色”上网软件，能
有效拦截和屏蔽不良网站， 净化青少
年网络文化环境，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
筑起“绿色屏障”。

据省文明办负责人介绍，“绿色电
脑进西部”活动自2010年在湖南启动实
施以来，我省共获赠电脑7000台，价值
2100多万元，其中自治州获赠3000台。

邵阳中小企业签约34个项目

慈利信用社存款6年增加20亿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十年变迁看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