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２０13年2月7日 星期四2

!""#$% !"#! &'()*+,-
./01(! 2345+6789:;<=
>?@AB"#45$ =>()*+,-.C
DEF.!%45GHI& J>(K*+,-
.CDLMNO.' (K*+,-.PQR
E.!4578S/T'/UVWXYZ=(
K*+,-.[\]W^_.(

,-.`(abcd' (K+efgh
i')jklmYn*opqrstu( 457
8vw=>x@AB! yz{|}~[+�
�+����~EF��'����~���
�����, 4578S/T'/�VWXY
Z=>(K�+,-.[\]W^_.B
�! ��������z{�� Y¡¢~
£¤¥¦,

XYZ $%&" �§¨4©+ª¡¢!«¬
®¯°±²c��³!¯±´µ´�!¶·
(¸µt®'t®!¹º»»�!¶·´´�
o¼½! ¾®¿345+ªÀÁ9:Â<µ

/Ã'/¡VW'chtÄ!(K�+ÅÆÇ
^³!È=¿3ÉÊËc�¡¢Ì'ÍÎÏÐ
]ÑÒÓ�' ÍÎÏÊËc�ÅÆÔÕÖ×
Ø'#&'(K�+cÙ��]ÚÊËc�Å
Æ&oB�,

¢ÛÜ+z{c�¡¢Ý�×! XYÞ
x�ßÝà�~��áâãäåæ! áçè
é!!êëì@íî'ïð¹º'c¹ñ�'�
ò@óÇôõö' YREñ�' ×Øâ÷ø
ù'��úû~üý'c¹êëþÿo!"#
$]°%9^&~�¢! !Â<'´L\(
)�~c¹*+! ,-./]0Ù�Ý�×
Ô{½12!3^./4�5ç6sî'78
æ9~x:�';<¯~Å{��â÷, ó=
Â<>?9¿3É#''' �V&,-~ÙcÝ
�× ( ×!KÆ@0+W $) ×!É@0+W
') ×!AB ' ×!CB¹ºD *% ×,

![\��¹ºE", XYÞ!�¢(
FGHY��IJKL[+R{!�¨MN!

OPQR!STUV!WXY²! \Z[\
#]^_`�a&��'#×�bc&��'#x
d��a�e&oY��fH!DR(!g+
h(ijk¯>l£�~mS, no]pq
Hrs�tyuvE0wçs~xs�to
yz!gHç{|cÙ!Û}~��+ñ��
�.��~�ï,

!�����\y", 45À8!�K
�+z{(�«^ì.É@z{��(¸+�
«��0ûùì¿3ÉDk[+��¹º
d'KÆ@AB�c¹�¢�'É@�V��
¹º(¸' É@AB��� Y(¸oKÆ
@'É@ïð¹���!9æ[�§.Â<E
F Y'LM Y'c� Y'íî Y~�
�!��.Â<c¹�¢~ñ�!���.U
�{�]c¹@ócÙ¹º' �\� Y~
�æ,

!¹�^{fHy", !�~tGÔÝ
à�! Â<c¹×³£��H¾�cÙ��

�\KL[+R{!��+�Â<#}~��
+& ����! «�ü^. $(" x�c¹@
ó!! �Z¡¢£'x¤¥Dk¦§¹º'
¡y¥Dk~¨©DRyª����' «¬
lm¹º' [\�e��DR@óoÿ®
��y"S>�¯°±! ²³´µ.z{Ô
�{![\�a'¶¶·j'¯°¸¢ÔRE
¯°0w¹�Zoy"ºë+9&Ý�z{»
¼�{ Y�æÔíî½�~m¾! 3^.
/0�¿À�fHDR~Y��'Y^{!^
 ñ�.#45IrlÁ&'#}~3+&'G ''
G )'G % oG§ÂREÃÄ#45]Å&'#I
Æ&'#Ç×È&oRE,

É(#45IrlÁ&�«°±�+i�
�eKL! 9·j~ÊËÔ+¦~}~Ì!
i'j/¦!3^}~��+¯°YÍÎ, Ï
RE !""' ��ÒÃß!!�+ÏÐÑ�Ò
(/Ð#IrÍÓ&!!�{' \.#IrÔ
Õ&, #(K}~�ÖÎ�+~¹¢yñ�&@

ó!(K×�{rsiÇô�ØÙgÚÅÆ
Û� + �J(K×�{rsic�§ÜÝo
.'ÍÎÏc�§Ü/o.,

!RÙ¹s¢y"! XYÞ!Â<Þß
��#R'Ù'¹&wçs~¹ºñ�yà!«
�n¿á]Ù' ?âî�]Ù' ãä�{]
Ù'áå]Ù'(cdDk¹º»oQÐÆc
¹d»øì.#RÙ¹&s¢ÿ§!S>.æ
ç^&! 9æ�§.z{�� YÔc¹^
{~À�!m;Â<¹ºñ��æ!�§.z
{RE¯°~m;,

ó=!XYÞèÝà�~��¹�áâ!
FGé¯°&ê���ëì! �íüýRÙ
¹×Øs¢îà!Ê�Ãz{Ût¦'^{À
�Ôt Ywçs~c� Y¦§! §/
Üï�;Y���\KLR{Ü�! Û3+
Pá§/Ü#]#9mð9æ~��4ñ!
��z{��'G©'òó��, !!"#"

!"#$ %&'()*

!!"#$%&' ()*+,-!

!!!"#$%&'()'*+,-./0123456789:,;<7

本报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刘玉晖

鸡鸭鱼肉、 烟酒糖茶是年货，新
衣新帽、 鲜花绿草是年货，ipad4、i-
Phone5是年货，甚至房子、车子等，
统统都是年货。

如今，人们采办年货的“清单”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家电卖场，买大屏
幕彩电、电脑等大件电器的人络绎不
绝；汽车市场，人们等着提新车回家
过年。人们采购年货的方式也不再单
一，网上购物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习
惯，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网上团购大
军。

“年货”的变化，记录着百姓生活
的变迁，更见证着时代的进步。

年货“存”超市，天天像过年
春节一天天近了，大大小小的超

市都摆开了“年货街”，火红的灯笼，
火红的春联，年味越来越浓了。

不过，生活条件好了，人们置办
年货的热情倒不如以前高了。在长沙
的家润多超市，苏先生站在琳琅满目
的商品前， 对旁边的妻子说：“哎呀，
真不知道买什么。”

跟苏先生有着同样想法的不在
少数。市民杨女士说：“过去只有过年
才能吃到的东西， 如今只要想吃，随
时都可以吃到。一年365天，哪天不像
过年啊？”她告诉记者，早些年，一进
农历腊月， 就开始往家里搬年货，结
果发现，很久都吃不完。这几年，她基
本不怎么囤年货了。

家在黄金海岸的陈为民女士也
告诉记者， 现在过年不用买年货。商
贸服务网络遍布城乡， 哪怕大年三
十、 初一都可以上街买到想买的东
西。她家门口就有一个超市，吃的、穿
的、用的样样都有，想要什么就买什
么，又方便又新鲜，还省去了存放的
麻烦。

城里人恋乡，“土年货”走俏
春节临近，不少市民盯上了乡下

那些原汁原味的“土年货”。农家自养
的鸡鸭猪、自家种的蔬菜和自家加工
的副食品等，都成了城里人眼中的香
饽饽。好多市民要么托人，要么自己
开车到农村置办。

长沙的袁女士早在1个月前就让
妹妹在老家预订了土猪肉。 她早就

听说老家的邻居老苏家喂了两头猪，
都是“吃粮食青草” 长大。 尽管价
格比城里还高， 但还是毫不犹豫买
了10公斤。“原生态绿色食品，在城里
难得买到。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吃
得放心才是最重要的。” 无独有偶，
在长沙工作的黎先生， 前几天回到
双峰老家， 一次请人杀了两头花猪，
捉了10多只土鸡， 提了几大壶茶油。
得到这些“礼品” 的朋友， 无不乐
得眉开眼笑。

除了城里人自己下乡去买，还有
农户挑着担子到城里来卖。在长沙城
北的一个集贸市场旁，来自浏阳的老
张告诉记者， 自己家里放养的土鸡，
都是吃粮食长大。每年一到过年就会
挑到城市里来卖。“今天挑来的已经
卖完了，刚刚还有一个顾客预订了10
只，让我明天带来。”老张说。

据说，“土年货”的走俏，还催生
了农村“代养”市场。在长沙市周边的
农村， 一些农民已开始为市民代养
“土猪”，过年的时候再代为宰杀。

鲜花成时尚，“精神”年货流行
鸿运高照、 丹凤朝阳、 步步高

升……这些节日里常见常听的喜庆
词语可都是花的名字。 2月6日， 记
者走访长沙市鲜花市场， 处处热闹
繁忙。 春节前夕， 买盆鲜花布置房
间， 或送给亲朋好友做礼物， 渐渐
成为部分长沙市民置办年货的新时
尚。

每到春节， 杜鹃花销量都非常
大。 长沙青山花卉市场的刘老板
说， 蝴蝶兰、 红掌等花色鲜艳的都
非常好卖， 尤其是中等大小的盆栽
鲜花、 价格在200元至300元的销量
最好。

这些天， 同样繁忙的还有书店。
在定王台， 记者遇上来买书的杜先
生， 他要买些儿童书籍回老家， 作
为礼物送给侄儿。 原来， 这几天杜
先生正在准备回老家的礼物， 打电
话回家征询父母意见， 老父亲说：

“家里啥都不缺， 要买啊就给你侄儿
买几本好书。” 像杜先生这样的， 还
有不少学生家长。 “孩子们现在不
缺吃， 不缺穿， 放假有时间， 给他
们买几本好书看 ， 就当是精神过
年。” 青竹湖湘一的一位学生家长对
记者说。

李英锋

农历小年， 在长沙河西长塘山
小区做清洁工的孙国清惊喜地领到
了业主发的550元 “年终奖”， 年后
还可领650元 。 为让辛劳一年的物
业服务人员过个舒坦年， 长塘山小
区250多户业主自发捐款， 筹集1.92
万元， 给小区16名物业服务人员发
年终红包。

“咱发的不是钱 ， 是情意 ” ，
业主自发捐款给物业服务人员发年
终奖很温暖。 传递着正能量， 也在
业主与物业服务人员的关系中添加
了浓浓的人情味， 添加了互信， 添
加了和谐， 着实让人感动和欣慰。

也正是小区物业人员的用心履
职、周到服务，才赢得了业主们的由
衷信任与真情回报， 从而演绎出这
段感人佳话 。 从业6年的保安彭伟
民， 就对小区290多户的常住人口、
老人和小孩等信息如数家珍。

感动之余， 有个细节却让人尴
尬。 长塘山小区业委会筹委会副主

任罗英说， “平时大家的工作很辛
苦， 工资又不高， 就980元。 他们多
半是外地人 ， 过年还坚持在岗位 ，
应该奖励！”

“工资又不高， 就980元”！ 而
依据有关规定 ， 2011年 7月 1日至
2012年6月30日， 长沙市月最低工资
标准为 1020元 ， 2012年 7月 1日至
2013年6月30日， 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1160元。 显然， 如果980元是个准确
数据， 那么与这两个最低标准均有
一定差距。

业主年终奖的温暖， 与小区物
业人员权利阙如的尴尬形成了鲜明
对比。 业主的年终奖虽然温暖， 但
具有偶然性 、 不确定性和不稳定
性， 给劳动者带来的权益有限， 只
有用法律和制度守住劳动者的权利
底线 ， 才能给劳动者带来最基本 、
最普遍、 最安全、 最长久的保障。

在保障劳动者合理薪酬的前提
下， 即使业主不发年终红包， 一句
祝福、 一声问候， 也许更轻松、 更
可持续。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业主年终奖的温暖与尴尬
年货里的新气象

2月5日晚， 龙山县蛇年春节文艺晚会上， 土家族姑娘表演舞蹈 《锦韵》。 该县连续14年举办春晚， 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土家族文艺节目， 传承和保护
土家族文化， 丰富人民文化生活。 易长松 摄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乔伊蕾）
带着新春浓浓的祝福， 今天， 省委
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走访
慰问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的部分老
专家学者。

来到省作协原副主席， 湖南文
艺出版社原社长、 总编辑， 省政府
原参事杨弘征家中， 许又声得知在
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关心下， 老人的
生活过得很充实， 欣慰地说： “正
因为有像您这样敬业的老前辈开拓
强基， 我省出版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在全国都很有影响。”

85岁的张萍是省社会科学院原
副院长，现为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研究
会会长，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我省
长株潭一体化的观点。许又声动情地
握着老人的手说：“您60多年忘我工

作， 为我省社科研究作出了突出贡
献，党和国家一定不会忘记您！”

87岁的省文联原执行主席、 省
美协原主席、 省书画院原院长陈白
一是我省知名画家， 最近因病住院，
看到许又声到来， 感到很温暖。 许
又声鼓励说： “您好好休养， 以后
把您的作品放在美术馆展示， 带给
大家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73岁的湖南日报社原社委、 副
总编辑夏阳是我省新闻评论方面的
著名专家。 走进夏阳家中， 许又声
与他促膝长谈， 关切地询问他的生
活情况。 许又声说： “新闻工作者
一定要向老前辈们学习， 发扬他们
深入基层、 贴近群众、 求真务实的
优良工作作风 ， 采写出更多符合
‘三贴近’ 要求的新闻精品。”

发扬老前辈优良工作作风
许又声慰问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老专家学者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
典波 通讯员 沈念 ） “您来开什么
会 ？ ” “老同志团拜会 ， 您呢 ？ ”
“我是来参加中央、 省驻岳单位负责
人团拜会。” 今天下午， 岳阳市2013
年各界人士迎新春团拜会在岳阳会
展中心举行。 该市全体市级领导，
老同志代表， 中央、 省驻岳单位和
重点民营企业、 上市公司主要负责
人， 以及劳模、 优秀教师、 归侨侨
眷、 医护工作者、 军烈属、 公安民
警和现役军人、 环卫工人、 残障人
士和市民代表等各界人士1200余人
齐聚一堂， 互送祝福， 其乐融融。
副省长、 岳阳市委书记黄兰香出席，
并向全市人民拜年。

为把中央和省委改进工作作风的
有关规定落到实处， 该市从严清理、
切实减少各类会议活动， 将各界人士

迎春茶话会， 中央、 省驻岳单位主要
负责人新年茶话会， 市民营企业家新
春酒会， 归侨侨眷迎新春茶话会， 春
节团拜会等 10项团拜活动合并为
2013年各界人士迎新春团拜会。

黄兰香指出， 2013年和今后一
个时期， 将是岳阳加快发展、 加速腾
飞的又一个春天。 长江中游城市群加
速崛起，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形成
共识， 长株潭“3+5” 城市群两型社
会建设深入推进， 湖南举全省之力支
持临港经济加快发展， 以及蒙西铁路
等一批战略项目启动建设等， 为岳阳
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潜力。
只要全市人民下定决心、 坚定信心、
上下同心， 抢抓机遇， 不懈怠， 不折
腾， 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中的困难与
挑战， 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提前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颜英华) 今天上午， 省委常
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国， 副省
长盛茂林看望、 慰问公安民警和武
警官兵， 并通过他们向全省公安民
警、 武警官兵表达节日的问候。

在省公安厅指挥中心 ， 正在
值班的民警们全神贯注 ， 一阵阵
电话铃声响起 ， 各类治安信息从
全省各地传来。 当得知当天全省
治安秩序良好、 道路交通畅通时，
孙建国 、 盛茂林对此表示满意 。
孙建国、 盛茂林要求， 全省各级公
安机关要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全力
抓好公共安全和安全生产管理， 为
人民群众欢度春节创造平安祥和的
社会环境。

随后， 孙建国、 盛茂林一行人

又来到省维稳办、 省网宣办、 长沙
市开福区四方坪派出所、 省武警总
队指挥中心、 省交警总队指挥中心
看望、 慰问值勤公安民警、 武警官
兵和工作人员， 向他们致以新春的
问候。

下午， 孙建国专程到浏阳检查
消防安全工作。 在市公安局危爆大
队， 孙建国与民警座谈时指出， 烟
花爆竹行业是浏阳的支柱产业， 在
发展生产的同时， 要切实提高安全
意识， 从生产、 储存、 运输等关键
环节采取有力措施， 防范安全事故。
要进一步落实生产、 运输、 经销企
业的安全责任， 全面整治非法、 非
专用车辆运输， 最大限度地消除隐
患，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孙建
国还看望慰问了浏阳市公安消防大
队官兵。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罗当 罗晓果 夏衡芳 ）

“春节快到了， 给您们拜年了。”
2月5日至6日， 省政协副主席、
民革省委主委刘晓， 与民革省
委、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深圳
龙越慈善基金会以及部分爱心
企业负责人一道， 来到长沙、
湘潭等地看望慰问困难抗战老
兵， 送上新春的祝福。

5日， 刘晓一行在长沙走访
慰问了黄福荫、 郑淼、 易庆明
等抗战老兵。 家住长沙市书院
南路长征花园的易庆明老人今
年95岁， 曾参加过武汉会战、
枣宜会战、 宜昌守备战等。 一
家爱心餐饮企业每天派人义务
给老人送饭送菜， 市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每周还上门3次帮老人

打扫卫生。 刘晓对社会给予老
兵们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 并
嘱咐有关人员做好工作， 让老
人感受到更多温暖。 长沙县路
口镇的百岁抗战老兵郑淼曾参
加过衡阳会战， 刘晓一行为老
人送上慰问物资， 并叮嘱老人
有困难多向党和政府反映， 及
时获得帮助。

6日， 刘晓一行赴湘潭看望
慰问了卢庆贻、 周镇亚等抗战
老兵。 每到一处， 刘晓都详细
询问老兵们日常起居情况， 叮
嘱老人保重身体。 临走前， 刘
晓对有关负责人说： “抗战老
兵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楷模。 他
们年事已高， 需要社会关爱和
尊重，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好好
安享晚年、 健康生活。”

省领导检查消防安全

看望慰问执勤民警和武警官兵

岳阳10个团拜会一起开 浓情温暖抗战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