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谭云东 版式编辑 李妍◎

◎"#$ ! % " ◎& #$%&'(&)*+,-./01
23456789:;<=>?@56A/BCD (&E
*+F-.GHIJA/KLM=9NO 012345
P789:QRM7(&E*+F-.9NIJA/O
STUV9:WXYLMZ[\9NO]U^A/_`D
a.bcde ' " $ fBghi012j45P789
:O8Zcklm.hiW4fnopA/OqrstA
/D 8hiuvwOx012j45P789:]yzK
{IJA/MNW|}~(&E*+F-.O �yz�
/�MN�A/�VD �(&E*+F-.����K
{IJbLM[\9N�>?@5PA/���O]st
�012j45P789:�7A/��D

!"#$"%&'()*
◎"($ + ' , ) -

! "

邵阳市 大雨转阵雨 18℃～24℃
湘潭市 大雨转小雨 19℃～25℃

张家界 小雨转阴 17℃～24℃
吉首市 中雨转小雨 17℃～21℃
岳阳市 小雨 18℃～24℃

常德市 小雨转阴 17℃～23℃
益阳市 小雨转阴 18℃～23℃

怀化市 中雨转阵雨 18℃～23℃
娄底市 中雨转小雨 18℃～22℃

衡阳市 大雨转小雨 19℃～25℃
郴州市 中到大雨转大到暴雨 19℃～27℃

株洲市 大雨转小雨 18℃～25℃
永州市 大到暴雨转中雨 18℃～25℃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阵雨到多云
南风 ２~3 级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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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陈劲飞） 记者从今天下午召开的长沙市
劳动模范座谈会上了解到， 长沙今年将
继续面向一线劳模和优秀工人， 定向招
录5名公务员。

30岁的杨佳是长沙家润多超市朝阳
店收银课的课长， 因为出色的工作业绩
和敬业精神， 她在2010年被评为全国劳
模。 今年杨佳报名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但与全省近15万名报考大军不同， 她这
次报考走的是定向招录途径。 长沙市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普通公务
员的录取比例约为20比1， 而一线劳模和
优秀工人定向招录的录取比例约为6比1。

从2011年起， 长沙市开全国先河，面
向一线劳动模范和优秀工人定向招录公
务员10名。 2012年招录5名，今年继续招
录5名。 定向招录主要面向长沙市年龄在

40周岁以下、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有中级
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学历不限）、 在基层
和生产一线工作３年以上的县级及以上
一线劳动模范、优秀工人。其中，劳动模范
面向长沙市域范围内的所有企业和市属
事业单位，优秀工人面向长沙市域范围内
的所有企业。所有报考对象都需在基层和
生产一线工作， 不包括高层管理人员。

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

会主席张建国表示， 招录劳模和优秀工
人充实公务员队伍， 可以充分发挥他们
来自基层、 熟悉基层、 联系群众的优势，
同时， 也是对一线劳模和优秀工人实实
在在的关心和爱护。 该市还将在职劳模
全部纳入党校培训计划， 并在湖南大学
开办了一线劳模和优秀工人的专业进修
班， 全面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科
学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素质。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郭飞 禹明晓 刘志秀）不存款、不贷款，怀
化市鹤城区冒出了一家这样的“银行”
———宝家山社区“时间银行”。 5月6日，记
者在该社区看到，居民胡国荣正在申请成
为“时间银行”的“储户”。 办理相关手续
后，根据“时间银行”安排，胡国荣上门为
行动不便的社区居民石彬理发。

“‘时间银行’不存金钱，专门储存居
民的爱心。 ”宝家山社区工作人员彭宏兵

告诉记者， 社区居民只要做一次公益服
务，就能在“时间银行”储存一次爱心，而
当自己需要别人帮助时，便可在“银行”支
取别人的服务。其目的是让更多社区居民
互帮互助。

社区居民袁海是维修能手，修理家电
样样在行，为此，他成了“时间银行”的“大
客户”。在社区电力新村小区见到袁海时，
他正在为居民庞冬梅修理电视机。见电视
机又出现了清晰的画面， 庞冬梅高兴地

说：“多亏社区‘时间银行’请来袁师傅帮
忙，不然看电视还得等几天。 ”“邻里之间
互相帮忙是应该的。今年初，我小孩生病，
我不在家，也是社区‘时间银行’派人照顾
我小孩。”袁海告诉记者，他从外地来
怀化谋生，通过在“时间银行”储存爱
心，成功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他的生
意也越做越好。

宝家山社区党支部书记肖梅介
绍，“时间银行”成立于去年5月初，是

在原社区志愿者的基础上形成的，理念是
“我服务我储存”。 到目前为止，社区共有
310名志愿者在“时间银行”开户登记，“银
行”已为社区居民支付服务1900余次。

“擦”出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刘也

“除尘、 上油、 擦拭、 抛光……虽然只花5分钟， 但
要把每双鞋的美容与修理当作一件件作品去完成。” 5月6
日， 在“李红杰皮艺拓展中心”， 李红杰对前来学艺的学
员讲解其独特的“擦鞋艺术”。

25年前， 李红杰作为汉寿县棉纺厂普通工人， 因工作
出色被推荐到湖南大学环保专业读书。 但她拿着大学毕业
证书回到厂里时， 却因企业精简人员， 收到了一张“待岗
通知书”。

“说是待岗， 其实是下岗啊！ 那时我浑身是劲， 就是
没地方使。 觉得下岗丢人， 除了把自己关起来哭， 几乎找
不到出路。” 李红杰说， 当时情形仍历历在目。

战胜内心失落之后， 李红杰拉下面子， 混在一群花枝
招展的小姑娘中， 参加常德一家宾馆的招聘会， 被聘为宾
馆客户经理。 然而不到两年， 李红杰再次下岗。 随后， 她
开过酒吧， 也随大流南下“淘金”， 承包过西餐厅， 却都
以失败告终。

经过重重打击， 李红杰没有气馁。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了解到武汉一家擦鞋店是一个纺织厂的下岗女工开办的
全国性连锁服务店， 认为修鞋、 擦鞋有市场。 “那时候最
关键的问题是拉不下面子在家乡人面前弯腰替人擦鞋。 后
来一想， 我凭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赚钱， 有什么丢人的
呢！” 李红杰说。

2000年重返家乡后， 李红杰在县城十字街租赁面积
不到10平方米的门面， 开办一元擦鞋店， 当起了擦鞋女。
由于诚实守信、 优质服务， 擦鞋店生意日渐红火。

2007年， 李红杰创办了“李红杰皮艺拓展中心”， 注
册了“爵士娜” 商标， 生产出“爵士娜” 鞋油、 鞋垫、 护
理霜、 耐磨鞋材等10多种产品。 现在， 她掌舵12家直营
店和147家加盟店， “擦鞋女” 摇身变成了企业家。

当上老板后， 李红杰不忘回报社会， 先后安置失业人
员131人， 收留流浪儿、 残疾儿和特困儿12名。

“我还设想着要去开一所与擦鞋相关的培训学校， 让
更多的人理解擦鞋这份工作， 也让更多人在这份工作中受
益。” 李红杰说， “我也会一如既往地脚踏实地、 努力拼
搏， 靠双手‘擦’ 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田继舫 苏宏生 邓池平）今
天，对于有着“南方吐鲁番”美誉的
澧县来说， 其葡萄产业发展迎来了
新节点。 上午9时，在该县张公庙镇
湖南农康现代葡萄产业园内， 工作
人员按动开关， 我省首条智能化葡
萄滴灌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

这条智能化滴灌生产线， 包括
田间状态系统、 专家远程决策系统
和操作指令系统， 不仅可以通过电
脑为每株葡萄苗施肥、浇水，还可以
通过智能温室系统， 控制葡萄的生

长，实现温、光、气、水、肥智能化管
理。 如采用延后栽培技术，还可将葡
萄成熟期推迟至元旦左右， 并运用
留树与冷藏保鲜新技术， 实现本地
葡萄产品全年供应，创造更好效益。
对此， 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秘书长
田淑芬研究员说：“这应该是全国葡
萄产业智能化程度最高、 种植最科
学的一个示范园， 对中国葡萄产业
将是一次质的提升。 ”

农康现代葡萄产业园总投资
4500万元， 由拥有1100多户葡农
的湖南农康葡萄专业合作社投资兴

建， 地点位于张公庙镇白合村。 该
园区自去年下半年动工后， 还被纳
入“小农水” 重点县建设项目。 经
半年多施工， 一个铺设PVC管材
1.18万米、 安装PE滴灌管8.5万米，
占地500亩、 其中连栋智能大棚温
室350亩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现已
全面竣工。 这次启用的智能化滴灌
生产线， 就位于连栋智能大棚温室
内。 据悉， 由农康现代葡萄产业园
与湖南农大联合共建的湖南省葡萄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也已落户澧
县。

永州建起首个村级生态公园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王润辉

杨万里) “村子里建起了漂亮的公园， 我们也和城里
人一样每天可以免费到公园里散步、 游玩。” 5月8日，
永州市零陵区黄田铺镇鹧鸪岭村70多岁的秦大爷，
带着孙子游玩村里刚刚建成的公园时， 开心地对记者
说。

前些年的鹧鸪岭村由于乱砍滥伐， 山上到处都是
光秃秃的。 再加上这里水源差， 村民的贫困帽子多年
来一直没能取下。 近年来， 村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整修山塘水库， 大力发展脐橙、 水稻、 养殖三大产
业， 一举摘掉了贫困帽子， 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
8000多元。

富裕起来后的村民对绿色生态的渴望更加强烈。
村里从长沙请来专家进行设计规划， 从市园林部门请
来技术人员指导施工， 通过招商引资、 土地入股等方
式， 总投资达5000万元， 以雾里塘水库为中心， 建
起了占地1200亩的永州市第一家大型村级生态公园。

长沙 面向劳模直招公务员

鹤城“时间银行”专存爱心

回乡创业��风采录

5月6日，溆浦县横板桥乡阳雀坡村的古民居内上演“草龙灯”，吸引了不少游客。 阳雀坡村古村落建于明末清
初，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为清代群体建筑风格。 谢华 摄

澧县葡萄“喝水”好科学

湘潭最大槟榔制假案告破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蒋睿 谢志斌

谭小军） 湘潭市公安局经过一年的侦查和追捕， 11
名加工销售假冒品牌槟榔的犯罪嫌疑人先后在贵州、
深圳成功被捕。 制假槟榔品牌涉及“胖哥”、 “老湘
潭”、 “口味王” 等所有湘潭槟榔知名品牌， 涉案价
值达1000万元， 系湘潭最大槟榔制假案。

据犯罪嫌疑人贺某交代， 贺某原是一名走正规
渠道加工制作槟榔的生意人， 在湘乡市创立了“谁
究究” 槟榔。 由于自身缺乏管理经营经验， 槟榔生
意每况愈下。 2011年初， 贺某在网上看到一则提供
任意品牌槟榔包装袋的广告。 于是， 贺某立马打起
了利用仿真度很高的包装袋填装劣质槟榔， 再假冒
品牌货销售的“如意算盘”。 贺某通过朋友从湘潭市
内几家大型槟榔厂购进对方淘汰的槟榔原果进行加
工， 伙同其妻子、 姨妹、 姨妹夫加工销售“品牌槟
榔”。 生产出来的槟榔大多冒充市面上5元一包的品
牌槟榔， 以2.8元一包的价格卖给下线批发或零售商。

双峰县机插早稻12万亩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邓锦庆 邓海波

徐翔） “插秧机真是好， 我们合作社的300多亩早稻， 只
几天时间就插完了， 真是省时省力！” 近日， 双峰县三塘
铺镇朝阳村朝阳粮食专业合作社成员刘如意高兴地告诉记
者。

双峰县积极引导鼓励村民购买插秧机。 由县农机局培
训中心免费培训技术， 组织100名科技特派员指导传授机
插秧的育秧技术。 同时组织50多名农机技术人员分成6个
小组， 深入全县17个乡镇巡回到田间检查、 指导、 维修。
春插期间， 该县共投入插秧机160多台。 截至5月1日， 全
县已完成机插面积12万亩。

智能化滴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