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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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小雨 19℃～22℃
湘潭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19℃～24℃

张家界 小雨转中雨 19℃～25℃
吉首市 中雨 18℃～22℃
岳阳市 雷阵雨转中雨 19℃～25℃

常德市 多云转小到中雨 18℃～25℃
益阳市 阵雨转中雨 19℃～24℃

怀化市 中雨 18℃～21℃
娄底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19℃～24℃

衡阳市 小雨转阴 20℃～26℃
郴州市 小雨转阴 19℃～23℃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周 鑫 责任校对 彭扬

市州新闻

株洲市 阵雨 19℃～25℃
永州市 阵雨 19℃～25℃

11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北风 ２ 级 18℃～24℃

２０12年9月21日 星期五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
寒露 张晶 通讯员 刘源 彭静） 韵味十
足的桃源大鼓、 叹为观止的傩技表演、
令人耳目一新的打硪歌 、探妹调 、岩工
曲……9月19日至20日，桃源县首届民间
文艺汇演在县剧院拉开序幕。 来自全县
40个乡镇的近100名民间艺人争相亮出
绝活，使观众感受到独特的文化魅力。

近年来， 桃源县群众文化特别是民
间演艺活动异常火爆。 全县238个民间
演艺团体、 2万多名民间艺人常年活跃
在省市县舞台上。 九溪乡农民艺术节、
茶庵铺镇茶文化节、 枫树乡古尔邦节、
兴隆街乡龙舟大赛 、 浯溪河乡红歌赛
等一批民间文艺活动， 成为誉满桃源、
辐射周边的品牌。 据初步统计， 全县各
民间演艺团体年均演出150余场、 收入

超过 30万元 。 尤
其是今年来 ， 该
县民间演出团体
开 始 打 入 都 市 ，
所获商业演出邀
请比去年增加近
三成 ， 其中一半
来 自 城 市 剧 场 、
城镇企业和社区。

为 了 使 更 多
民间艺人、乡土能
人登上大舞台，桃
源县举办了首届
民间文艺汇演，报
名参演节目达到260个，观众达到8万人。

同时， 县里将 “文化强县” 工作纳
入绩效考核， 并新增100万元文化产业

引导资金和100万元农村文化专项资金，
用于解决城乡文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有力保障城乡文化建设统筹发展。 这些

举措将使更多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的农
民成为 “明星”， 让广大市民享受到更
加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

生育新风拂乡村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金中平 周晓鹏 石飞

一排排农家小洋楼拔地而起， 金黄的稻浪泛着丰收的喜
悦……9月19日， 记者来到溆浦县仲夏乡， 放眼望去， 看到的是
一幅迷人的乡村画卷。

走进毗邻乡政府的仲夏村， 村民张家文热情邀请大家进屋
喝茶。 闲聊中了解到， 张家经济并不富裕， 育有两女， 是乡计
生协会重点关爱对象。

今年高考， 张家文的大女儿张琳以全县理科最高分考取了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 张家文却为女儿的学
费发起愁来。 乡党委书记郭琦知道后， 带领乡、 村计生协会干
部， 将3000元 “生育关怀” 助学奖金送到张家， 解了其燃眉之
急。 谈起女儿， 张家文说： “现在观念转变了， 生男生女都一
样， 关键是要将小孩子培养好。”

据介绍， 过去村里一些人 “重男轻女”、 “养儿防老” 的传
统观念较重， 违反计生政策生育时有发生 。 为转变村民观念 ，
近年来， 仲夏乡开展 “生育关怀”、 “六星级” 文明户评比等活
动， 每年评出近20户 “独女户”、 “两女户” 等困难家庭， 从生
产、 生活和精神上给予重点关怀。

高田村 “两女户” 金华光常年患病， 家庭生活困难， 乡里
为她解决了低保， 还帮她办理了新农合、 新农保和计生系列保
险， 解决了她的后顾之忧。

在仲夏乡桐木坨村， 记者看到一大片枣子林， 矮化密植的
枣树一棵连一棵， 布满山头。 村里独生子女户田丰生介绍， 为
了帮助村里一些经济困难的育龄群众和计生家庭发展生产、 增
加收入， 村计生协会带领大家种植枣子， 建立了枣子协会， 统
一收购 ， 包装出售 。 在协会带动下 ， 全村枣子种植面积已近
1000亩。

“现在计生政策深入人心， 村民的认识不断提高。” 乡计生
办主任李永早说， 9月初， 全乡有3户 “独女户” 主动放弃生育
二胎， 开始享受独生子女家庭
奖励政策。

长沙退役士兵
可参加免费职业教育
本报9月20日讯（记者 陈永刚）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政府获悉，《长沙市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
技能培训办法》已印发，将于10月7日起施行。

按照该办法，退役士兵在退出现役1年内，可
选择参加一次免费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确有特
殊原因、当年不能报名参训的，经当地民政部门
批准，可参加次年的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

退役士兵教育和技能培训分为初级技能培
训、 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高等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 教育培训期限最短
不少于3个月。 长沙市要求民政部门建立退役士
兵教育培训电子信息库， 各承训单位为参训退
役士兵建立在训期间学籍档案和电子信息台账。

同时， 长沙市要求各级教育 、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等部门为退役士兵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帮助他们尽早实现就业。 凡适合退役士兵就业
的岗位， 同等条件下， 用工单位应优先录用经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合格的退役士兵。 社区 、 村
等基层组织招聘工作人员时， 按一定比例招聘
经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合格的退役士兵。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王文隆）
今天，长沙市教育系统开展第五届“统
战工作日”活动，大家齐聚一堂交流各
单位中共党组织与各民主党派合作
共事经验、讨论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
难点问题，为长沙教育献计献策。

教育系统民主党派成员较多，党
外知识分子相对集中。在长沙市外国
语学校，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
员占在编教职工的50%，该校统战工

作突出“情”字、“实”字和“细”字，做
到了齐心协力共创学校和谐发展局
面。 “学校在每年举行的校级运动会
上，增加班级间1000米中长跑集体比
赛项目，以此促进全体学生中长跑训
练常态化，增强学生体质。 ”长郡中学
民盟成员刘晓军建议。党外人士代表

们还就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小班化”
教育、创建优秀校园文化等课题提出
了各自建议。长沙市教育局党委书记
王小平表示，各单位党组织要对民主
党派及无党派知识分子做到政治上
一视同仁，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
关心照顾。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李贵日）蓝山县采取“县城 、
乡镇、村组”三级联动，共创“清洁卫
生家园”行动，使家园变得更美更宜
居， 由此吸引更多客商落户蓝山，促
进了工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今年上
半年，蓝山GDP完成30.95亿元，同比
增长13%，工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
44.7%。

近年来，该县切实做到“宜商”与
“宜居”同步推进，把建设“生态良好、
清洁卫生”新家园作为吸引客商前来
投资的基础性工作来抓。他们把保护

生态环境放在首位，潇湘源头 、舜水
河源头一律“禁采”，建立电子监控系
统，严禁采沙挖矿办厂，切实保护水
资源不受污染。 县里投资2000多万元
实施舜水河防洪治理工程，投资4800
万元建好排污工程 ， 实施生态林工
程，年造林5万余亩，并积极推进珠江
防护林、退耕还林、石漠化规划造林
等多个政策性生态环保项目，使全县
林业用地达到213万亩， 森林覆盖率

达到71.52%，成为全省24个生态功能
县之一。县委安排两位县委常委分别
主抓县城和乡镇村的清洁卫生工作。
在县城实行县级领导包路段，科局一
把手分块负责，确保“责任田”清洁卫
生。 前不久，县有关部门按照公益性
岗位招聘模式，面向全县招聘了77名
乡镇清洁工，为每个乡镇配备了1至3
名清洁工，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予以
支持。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杨捷灵 汤惠芳 胡娟）今
天上午，要去县行政中心办事的中方
县财政局干部张华君在局办公室登
记后 ，领取了自行车钥匙 ，在办公楼
前骑上一辆编号为 “公务28”的草绿
色自行车，往行政中心赶去。 行政中
心门前，他感慨地对记者说：“四轮变
两轮，尾气、噪音少了，就如同给空气
中输了氧。 ”

为建设生态县城 ，今年来 ，中方
县把节能减排、生态建设任务进行细
分 ，落实到诸如空调温度 、纸张双面
打印 、公务车使用等日常工作 、生活

中。 而且，把重点放在行政事业单位
公务车使用上，实行机关单位日常公
务车使用改革，在县城开展公务自行
车试点，扭转过去干部职工出门办事
必派小车的习惯 ， 大力倡导低碳办
公、绿色出行。

今年9月，该县首批购买了73辆公
务自行车 ，放置在县行政中心 、县财
政局及中方镇等13个办公区域，要求
区域内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门

办事时，5公里内使用公务自行车。 该
县还组织1000余名干部职工签名， 公开
承诺绿色出行，并将公务自行车管理和使
用情况纳入单位绩效考核范畴，作为机关
节能减排的一项重要指标。

中方县委书记张霞告诉记者，推
行公务自行车后，该县公务车每辆每
天平均减少行驶近30公里；按每公里
碳排放220克计算， 每辆车每年可减
少向空中排放污染物2400公斤左右。

岳阳表彰科技功臣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在今天召开的岳阳市科协

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岳阳市委办、 市政府办发出通报， 表彰全
市科协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授予岳阳县科协等10个单位
“全市科协系统先进集体” 称号， 授予刘迪波等19人 “全市科协
系统先进个人” 称号。 其中， 给刘迪波等7人记二等功， 给司马
衍祥等12人记三等功。 同时， 岳阳市委组织部和人力资源保障
局、 科协、 科技局等部门联合表彰第四届岳阳市青年科技奖获
得者， 刘文剑等8位青年专家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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