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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雷阵雨转多云 12℃～22℃
湘潭市 小到中雨转阴 11℃～18℃

张家界 多云 12℃～23℃
吉首市 多云转晴 12℃～23℃
岳阳市 多云 11℃～22℃

常德市 多云 12℃～20℃
益阳市 阵雨转多云 13℃～19℃

怀化市 小雨转多云 12℃～18℃
娄底市 多云 13℃～22℃

衡阳市 多云转小到中雨 14℃～22℃
郴州市 中雨 13℃～25℃

市州新闻

株洲市 阵雨转多云 13℃～23℃
永州市 中雨转小雨 15℃～22℃

5
长沙市
今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明天，多云
南风转北风 ２~3 级 13℃～19℃

２０13年3月20日 星期三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3月 19日讯 （记者 唐善理
张新国 通讯员 陈 军 中 欧 阳 友 忠
骆力军 ） 3月15日， 宁远县政府办、
总工会、 农业局等单位的120余名干
部职工， 来到冷水镇老岩头村， 帮助
烟农进行烟苗移栽。 今年以来， 宁远
县2000多名机关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和
企业班组， 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服务群众生产生活。

宁远县通过狠抓干部思想、 纪
律、 工作作风， 提高执行力。 实行

“三公开”： 公开各级领导干部电话号
码， 公开服务承诺， 公开办事程序。
35个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单位全部进
驻县政务中心窗口办公， 实行一条龙
服务。 县里还出台了在履行公职中
索、 拿、 卡、 要的一律处理； 上班时
间打牌、 下棋、 打麻将、 炒股票、 玩
电脑游戏或到歌舞厅、 洗浴场所等休
闲娱乐的一律处理； 参与赌博的一律
处理； 不作为、 慢作为、 乱作为， 损
害经济发展环境，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或严重后果的一律处理等的 《十个一
律处理》 规定。 严厉制止领导干部
公款吃喝、 公车私用； 主要负责人
手机不保持 24小时畅通和外出不
请假等行为， 对干部上班时间和 8
小时之外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
去年以来， 先后因触犯 《十个一
律处理》 规定， 10多名部门“一
把手” 被调整， 20多名干部被处
理。

作风一变面貌新。 今年以

来， 宁远县财政收入和旅游收入实现
“开门红”。 目前， 已落实烤烟种植面
积9万余亩， 春季造林8万余亩， 帮助
企业招工2万人次， 解决群众实际问
题1万多个。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周勇军
张晶 通讯员 徐虹雨 ）“百团大赛”继
续举办的消息发布后， 常德市各地群
众艺术团体纷纷“摩拳擦掌”。昨天是报
名参赛第一天，记者在该市武陵区文体
局看到，前来报名的团队络绎不绝。

据常德市文广新局陈怀福副局长
介绍， 估计今年参赛团队将达到1200

支。 去年，常德市举办群众文艺演出“百
团大赛”，共有970个群众文艺团体报名
参赛，累计演出600多场，形成了“城乡
互动、全民同乐”的生动局面，被群众誉
为常德民间文艺“博览会”、 民间艺人
“星光大道”、老百姓“欢乐大舞台”。

近年来，常德市在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的同时，实施“文化强市”战略，致力

繁荣群众文化，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
主办群众文化发展新格局。 今年，为进
一步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该市决定
从今年起，每年举办“百团大赛”。 为此，
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经费400万元。

记者了解到， 与去年相比， 今年
“百团大赛”的形式更加活泼，如开展
“五进”（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村

镇）活动，并将原来设在城区的决赛搬
到县城及大型企业举行； 内容更加新
颖，参赛节目在突出“廉政文化”、“法
治建设”基础上，注入“公民道德建设”
和“文化强市”等内涵。 同时，提升节目
的专业性和观赏性， 大赛不仅接受群
众文艺团队参加， 还接受专业文艺院
团参加。

本报 3月 19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
3月18日， 华容县新河乡新合
村油菜菌核病直升机防治示范
现场， 只见一架红白相间的遥
控直升机不停来回盘旋在金黄
色的油菜地上空， 雾状的液体
不断地从直升机下方的3个喷
嘴中均匀地洒向油菜田。 这是
该县首次使用农用智能无人直
升机喷洒农药。

华容县今年共发展油菜
76万亩， 目前是植保防病的关
键时期。 县植保站工作人员徐

长清告诉记者， 本次防治耗时
大约35分钟， 防治面积50亩。

据介绍， 这种直升机喷药
具有安全、 高效、 方便等优
势。 1架遥控直升机1天可飞施
500至600亩地， 可以顶200个
人工。 智能遥控直升机无需跑
道， 随起随降， 操作方便， 是
今后农作物大面积防治的方向
和主要手段。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英长 刘从武） 3月16日，
宜章县通报， 8名科级干部因2012
年度考核不合格被免职、 12名科级
领导干部被诫勉谈话、 12名干部因
工作失职等被问责。 据悉， 8名被
免职干部中， 有3名乡镇正科级副
职、 3名科局党政“一把手”、 2名
科局副职。

近年来， 宜章县积极探索建立
干部“能上庸下” 新机制， 切实发
挥干部考评考核的“指挥棒、 风向
标、 导向仪” 作用。 2012年初， 对

考核排末位的7名科级干部实行了
免职， 并对21名科级干部进行了诫
勉谈话和通报批评， 对75名在森林
防火工作中存在失职行为的乡村干
部进行了党纪政纪处理。 随后， 进
一步完善年度考核办法， 对存在工
作不力、 作风不正、 为政不廉等不
良行为的干部予以严肃追责。

“去年免了7名干部，以为搞一
年就不会搞了，没想到今年更严，看
来不努力工作真会被淘汰。 ”当地一
名干部说，县里实行“能者上、庸者
下”的用人机制，看来动真格了。

中国新闻名专栏■老百姓的故事

本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胡富元

一对年逾六旬的父母，6年如一
日，用最无私的爱，唤醒“植物人”儿
子。 这对父母，是新化县文田镇竹鸡
村9组村民， 父亲叫刘保贤， 今年63
岁，母亲叫罗腊香，今年61岁。

3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斜阳透过
木窗，照在刘家老旧的木板房内，刘
保贤正在小心翼翼地替儿子梳理浅
浅的头发。 儿子刘崇石吞吞吐吐地
说，父亲无论有多忙，每天都要给他
梳理几次头发。在父亲梳头的时候，
母亲的双手也在帮儿子做一些简单
的康复按摩动作。

刘崇石是家里的长子， 今年43
岁。 2006年4月以前，他在广州某建
筑工地务工，双肩能够挑起二三百斤
重的担子，每年汇8万多元给家里。

2006年4月中旬的一天， 几个
工友在玩笑中把刘崇石重重地摔
到了水泥地面上，刘崇石倒在血
泊里……头部重伤的刘崇石在广州
市一家医院里，昏睡了一年多，每天

依靠注射药物维持生命。
2007年5月，刘崇石出院，回到

文田镇竹鸡村的老家休养。刘崇石的
妻子见丈夫那副模样，悄悄离开了。

从那时起，服侍、照料儿子的重
担，就落在老两口的肩膀上。

刘保贤夫妇每天3餐给儿子灌
喂牛奶、稀粥、米汤、蒸鸡蛋等流食，
擦洗身体、端屎端尿。 农忙时，每个
白天，母亲总是在儿子身边，帮他翻
身，呼唤他醒来。

在刘崇石的房间里， 添置了一
个床铺， 父亲和儿子睡在一个房间
里。每晚睡觉之前，父亲总要和儿子
说一会儿话，他把电视里看到的、村
里发生的、报纸（书）上刊登的、村民
传说的，都给儿子说一遍。

去年3月中旬，刘崇石终于开口
说简单的话了。但是，生活起居还是
要靠父母帮助。

今年春节，刘崇石的儿子、女儿
和女婿，都回来了。女儿刘涛和女婿
表示， 他们要想办法帮助爷爷、奶
奶，把照料爸爸的活接到自己手中。

在年逾六旬的父母6年如一日的照顾下———

“植物人”儿子醒了

年度考核不合格，摘“帽”
宜章8名干部被免职

宁远 十个“一律处理”规范干部行为

常德 群众文艺“百团大赛”再擂战鼓

遥控直升机“空袭”油菜病虫

图为农用智能无人直升
机在喷洒农药。

严非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