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3年6月5日 星期三 综合7

◎责任编辑 谭云东 版式编辑 周鑫◎

本报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邓雄辉 王威群

杨维： 双峰是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 全国农产品主产区和养猪大
县， 广大农民群众为社会稳定作出
了巨大贡献 ， 为他们改善基础设
施， 理所应当成为政府关注民生的
重点。

“我们正在筹建一座中型水
库， 缓解目前紧张的农田灌溉问
题！” 5月21日下午， 双峰县长杨维
的一句话， 让记者眼前一亮。

杨维说： “双峰是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 全国农产品主产区和养
猪大县， 广大农民群众为社会稳定
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他们改善基础
设施， 理所应当成为政府关注民生
的重点。”

立足传统农业大县， 除了大手
笔的水利建设外， 双峰县把民生的
着力点放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上。 为了让农村孩子上好学， 近3
年来， 双峰县26所初中、 80所农村
完全小学以上的农村学校全部建成
合格学校， 今年31所合格学校正紧
锣密鼓地改造中。 改善农村医疗条
件， 双峰一刻没有懈怠， 近2年来，
对全县16个乡镇卫生院和29个村级
卫生室实施了标准化建设， 每个乡
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室分别获得了
100万元、 3万元补助， 30%由县财
政配套。

“改善农村交通， 才能实质性
地改变农村面貌！” 杨维说。 今年，
双峰南下大通道娄衡高速将实质性
启动建设。 推进双峰融入娄底的娄
双大道正在抓紧筹备， 建成后沿线
既是一条经济走廊， 也是双峰通往
沪昆高铁娄底站的快速通道。 洛湛
铁路复线在洪山殿设双峰北站， 省
道S336、 省道S314正紧锣密鼓施
工。 按照“十二五” 规划要求， 双
峰还将对所有通村公路进行硬化。
为筹资修建县乡公路， 双峰正拟组
建交建投公司， 解决融资难题。 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 促进了全
县经济的发展， 为老百姓带来了实
惠。 去年， 双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长18.8%。

近年来， 在财力并不宽裕的情况
下， 双峰还实现了养老保险城乡全覆
盖，新农合参合率超99.5%，对于农村
五保户、 特别困难群体做到了应保尽
保。

“我们还开通了县长热线， 明
确了专职人员， 24小时接听电话倾
听民声， 及时解决老百姓实际的民
生问题。” 杨维告诉记者： “利用
这个岗位为老百姓多做点实事， 多
解决些难题， 是职责所在， 理所当
然。”

县（市、区）长 话民生

本报记者 刘跃兵

山风轻拂，层层梯田缀绿。 6月2
日下午，记者与新化县水车镇政府干
部职工一道，利用双休日来到该镇锡
溪村禾立春山间的“责任田”劳动。

镇党委书记周桂林介绍： 这8亩
梯田本是锡溪村75岁邹秩田的责任
田。 去年，老两口到外县的女儿家养
老后，镇里把这田作为镇干部的“责
任田”种起来。 目的是要镇干部职工
更好地指导和服务农民群众。

镇长陈永松接着说：“这也是镇
里开展的与农民群众同劳动、 同吃、
同住、同学习，比工作思路、比工作态
度、比工作创新、比工作成效，个人自
评、干部互评、群众测评、领导点评为
内容的‘四同四比四看’活动的组成

部分。 ”
这时，梯田里已是一番热闹的干

活景象：镇人大副主席卢本亮挥锄之
间泥浆溅起， 顿时染了一个“大花
脸”，他手一抹，挥锄更欢。 农技站长
罗治柏负责清除四周的杂草 ，他
把梯田四周铲得干干净净 。 镇干
部罗文彪把一小丘梯田翻挖过来，
已经汗流浃背。去年通过公务员考试
成为镇干部的陈黎、 肖丽等年轻人，
挖起田来也像那么回事……

罗治柏介绍说：“全镇的梯田丘
块多田亩面积小， 有的只能插几蔸

禾。 加之分布山间，犁耕、施肥、收割
等，农机用不了，牛犁用不上，全靠锄
头挖田、肩挑手提。 你看，这8亩田共
有100多丘， 面积最大的一块不过
1.1分。 ”记者踩在只有10来厘米
宽的田埂上， 脚底顿时软软地一
沉。 而一边是高度差至少1米以上
的梯田 , 一边的梯田里的水已满。
不禁心里紧张， 身体左右摇摆起来。
虽时至6月，但光脚在田间劳作，凉意
侵人。持锄挖田，泥巴粘满锄头，手上
感到沉甸甸的，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农
民生产的艰辛。

正在自家田插一季中稻的25岁
村民邹长平告诉记者： “去年， 镇
干部刚来种田时， 我们都认为他们
是在作秀。 现在， 大家都改变了看
法。” 60岁的罗德湘说： “过去反映
情况， 要到10多里外的镇里找干部。
现在，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干群关
系更融洽了。 刚才， 我向书记报告
了一个问题， 他已经安排人抓落实
了。” 村民龚小华、 李肃东也插话：

“看到镇干部都来种田了， 我们一定
要把自己的田种好， 可不能落后
啊！”

本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许丹 龚红霞

5月30日上午，记者慕名前往张
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镇，探访该镇声
名鹊起的土家民俗文化村寨———石
堰坪。绕过一个急弯，渐趋平缓，一栋
栋古朴的吊脚楼扑入眼帘。

石堰坪地处永定、桃源、沅陵3县
交界处，传说中秦始皇“赶山填海”留
下的48座马头山由此起始。 群山环
绕中，180多栋吊脚楼依然保留着原
始模样。世界自然遗产基金会总裁安

迪先生曾称赞它们是“中国少数民族
居民建筑的经典”。

“这是工匠用老房子的建筑构件
拼装的。 ”村部，一栋高约10米的双
层吊脚楼成了游客接待中心。村支书
全建国说，这栋楼风格独特、造型奇
特，准备申报吉尼斯纪录。

2000年， 原本在外做药材生意
的全建国回村， 被选为村党支部书
记。 一次在村里举办“情系土家吊脚
楼”采风活动，他灵光一现，何不试试
发展民俗文化旅游？ 此后，他一门心
思钻研如何在村寨现有文化资源上

做文章。
为提高村民对吊脚楼的保护意

识，全建国带着党员干部挨家挨户做
工作。当发现有想拆掉吊脚楼盖砖房
的， 他立马请其去考察民俗旅游区，
不费唇舌，便打消其念头。 他还多方
争取资金， 帮村民统一整修吊脚楼，
并制定村规民约，严格保护现有土家
吊脚楼。

举办民俗书画作品及摄影展、农
耕文化艺术节、斗诗会等大型民俗活
动，石堰坪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不断
亮相，吸引了外界的眼球。省民俗、文

物保护专家循声而至，写生、摄影基
地也落户村里，游客纷至沓来。 客人
来了，“土家农家乐”的生态宴让他们
回味无穷。 晚上，村民们还跳起扬叉
舞、渔鼓舞，舞着花灯、草龙灯，与客
同乐。

10余年过去， 偏远村寨已声名
远播。 现在每到周末， 石堰坪接待
的游客在500人以上， 暑期旺季更
是应接不暇。 全建国说， 前不久
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国保 ” 单
位中， 石堰坪榜上有名 ， 并入围
国家住建部、 文化部、 财政部联
合评选的首批“中国传统村落”，
在村里建国家生态博物馆的项目也
申报成功。 今年1至5月， 村里共接
待游客5万余人， 获旅游收入200多
万元。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唐杰 王求明）城步破
获了一个通过复制他人电话卡、群
发短信骗钱的团伙。 近日，该团伙3
名成员被当地检察院批准逮捕。

该团伙有4名成员方星、 汤祥、
向军、汤彬（均为化名），系湖北仙桃
人。 今年4月初，他们商定以复制他
人电话卡、再群发短信骗钱。 汤彬在
网上寻找作案目标， 查到了城步干
部杨某的身份信息及手机号码。 随
后，以杨某的身份制作了假身份证、
办了一张银行卡。

4月13日，方星和汤祥窜至邵东
县，使用恶意程序连续骚扰杨某，致
其手机关机。 接着，汤祥持杨某假身
份证， 在当地移动公司复制了杨某

的手机卡，重置服务密码，窃取了杨
某的通话详单。 并编写诈骗短信“忙
什么呢？ 我在外有点急事，需要资金
帮忙，你帮我办三万至我账户上，一
切事情我回家告之。 农行，杨XX，账
号6228……” 逐一发到经常与杨某
联系的20余个电话号码上。

当晚7时许，城步的陈某收到诈
骗短信后，向短信提供的账户汇款3
万元。 向军等人将款取走、瓜分。 陈
某汇款后，和杨某取得联系，得知被
骗，当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
机关通过技术手段， 锁定了该团伙
成员常驻地， 与湖北警方联合开展
抓捕行动。 4月底，方星、汤祥、向军
在仙桃落网。 汤彬闻风而逃，被公安
机关网上追缉。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王强 刘燕） 近日， 炎炎烈
日下， 湖南农业大学的博士硕士服
务团来到开福区诺贝尔农科基地、
开心吧农业公司的田间地头， 将实
用的种植、 养殖技术送到农民身
边。 此举也拉开了开福区与湖南农
大“奉献热土、 建功开福” 科技帮
扶活动的大幕。

在诺贝尔农科基地， 开辟有蔬
菜、 水果、 中草药、 观赏花草等多
个种植区。 现在正是葡萄抽枝长蔓
的时节， 可病虫害也开始严重起
来。 基地工作人员说， 为了保证绿
色生态， 公司要求不打农药， 如何
防治病虫害就成为了一大难题。
“我们长沙雨水多， 葡萄树普遍容
易发生虫害， 只要进行避雨栽培，
就是给葡萄树盖膜， 在大棚内种

植， 就能有效防止病虫害。 还可以
利用诱虫杀虫灯对部分喜光害虫进
行诱杀。” 农大园林园艺学院博士
生曹雄军实地查看后， 提出了自己
的建议， 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了
下来， “有问题请随时打我的电
话。”

为了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和农民
全面小康， 开福区委区政府和湖南
农业大学合作， 邀请高校高端人才
开展科技帮扶， 向广大农户和农业
企业传授实用型新技术， 开展农业
产业化调研。 此次下乡的服务团由
湖南农大30名果树、 蔬菜、 园艺、
土壤、 生态学方面的博士、 硕士组
成。 湖南农大副校长卢向阳教授表
示， 服务团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帮扶
活动， 每月至少一次下到田间地头
实地指导。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汤婷 ） “只要你有一台电
脑或一部智能手机， 无论是形象进
度的视频监控还是隐蔽工程的取证
验收……都可通过项目施工过程管
控系统实时监控和调度”。 今天， 记
者在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首席信息官邹健的办公室看到，
只见他轻点鼠标， 项目现场情况一
目了然。

项目点多面广线长，是施工企业
共同面临的问题， 实现实时监控，这
对很多施工企业来讲，仅是一个规划
蓝图。五矿二十三冶利用4G移动通信
和项目管理软件相结合的解决方案，

在国内施工行业率先打破了这一技
术瓶颈。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自主研
发，公司于今年五月首次将这一创新
成果投入到长沙万境水岸项目部，经
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和试用后，将逐步
推广至公司全国范围内的百余个大
型重点项目，满足公司总部对项目施
工现场“视、监、管、控”的要求，促进
项目管理质的提升。

据了解， 五矿二十三冶在信息
化建设的初期， 同样遇到了不小的
阻力。 用邹健的话说， 信息化建设
与推行是“在孤独中艰难前行”。 他
们围绕公司发展战略， 从集团生产、
经营、 管理等关键环节入手， 按照
“统筹规划、 分步实施” 的策略， 在
十一五期间初步完成了“协同办公、
人力资源、 财务资金、 综合项目管

理、 快报系统和档案管理六大系统”
的集成解决方案， 促进了经营管理
水平和业务执行效率的明显提升，
并顺利通过了住建部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信息化考评。

随着信息化在业务和管理方面
不断深化应用，五矿二十三冶逐步实
现了“业务电算化，管理可视化，流程
标准化”，信息化水平领先国内同行。

职院学生发明
遥控机器人
有手机信号就可对其

实施控制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

讯员 郭辉 彭波 徐敏） 就业难， 可湖
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周海
杨却有许多单位抢着要他。 一个职校
生为何如此“抢手”？ 这与他发明了一
款“探索机器人” 有关。

周海杨发明的“探索机器人”， 能
在千里之外传输高清图片、 视频。 据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电气工程系主
任唐亚平介绍， 这款机器人应用范围
广， 既可用于民用， 也可用于军事。
在一些恶劣环境中， 可用它抢险救灾、
采集与传输信息等。 军事上， 可用来
排雷、 检查危险物品等。 为设计这款
机器人， 周海杨刻苦钻研技术， 用一
年时间攻克了从短距离信号遥控到远
距离3G信号控制的难题。 只要在有手
机信号的地方， 就可以对机器人实施
控制。 凭借这款机器人， 今年5月， 周
海杨代表学校参加省职业院校技能竞
赛获奖， 还将参加6月在天津举办的全
国高职院校职业技能竞赛。

大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访双峰县县长杨维

杨维 通讯员 摄

农大博士服务长沙“菜篮子”

复制他人电话卡群发短信骗钱

城步破获电信诈骗团伙

偏远村寨迎来客

干部种起“责任田”

鼠标一点，项目现场一目了然
五矿二十三冶信息化水平国内领先

（上接1版①）
这是一项规模浩大的出版工程。

黄永玉的作品数量多， 跨越年代长，
资料收集、整理难度大。 据执行主编
左汉中回忆，在《全集》编撰的3年时
光里，他与同事曾15次走进北京万荷
堂，5下凤凰， 寻觅艺术大师的足迹。
2010年2月，为了拍摄作品资料，出版
社的拍摄人员冒着大雪前往湘西凤
凰，在沱江边的文星街“刘大炮印染
作坊”拍摄到了黄永玉与刘大炮合作
的浆染画四件及黄永玉彩墨作品两
件，这仅仅是众多次收集拍摄资料过
程中的一个略影。

征集美术作品的同时， 还要鉴
别真伪。 为了防止假画鱼目混珠编
入“全集”， 以假变真， 所有入选作
品均由黄永玉本人及儿子黄黑蛮亲
自审定， 保证了每件入编作品的真
实性。

据介绍， 《全集》 共14卷。 8卷
美术编分别为版画、 彩墨风景、 彩
墨花鸟、 彩墨人物、 油画雕塑、 小

品插画、 书法及设计， 收录作品图
片共计2630幅， 其中最早的一幅作
品距今有83年， 是1930年由6岁的黄
永玉在家乡的木板墙上用毛笔写的
两行字： “我们在家里， 大家有事
做。” 这两行“童体字” 被收录到
《全集》 书法卷第一张； 6卷文学编
分为诗歌、 人物、 自述、 杂文游记、
文与画、 杂集 （书信）， 收录文学作
品共计1200篇。

收集， 整理， 反复校对， 就连
作者的一些引用评注， 也需要一一
核对标明， 务求准确。 这样枯燥乏
味的工作， 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团队
一干就是3年， 埋头案牍却甘之如
饴。

六年搁浅计划终落定

其实， 早在2004年湖南美术出
版社就有为黄永玉出版 《全集》 的
心愿， 却一直未能如愿。

黄永玉本人并不想出全集。 一是

觉得自己的作品还不够，二是认为出
全集太麻烦。 他说：“我这个画不成
熟，你们搞个全集，我不太好意思，犯
不上这么搞，我这是真话。 ”

后来， 湖南美术出版社通过多
种途径与黄永玉联系。 直到2010年8
月， 湖南美术出版社一行人从北京
万荷堂接过了黄永玉亲笔签署的
《黄永玉全集》 出版委托书， 这一搁
浅6年的计划终于尘埃落定。

作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
版规划项目之一，《黄永玉全集》是湖
南美术出版社继《齐白石全集》、《吴
冠中全集》之后的又一鸿篇巨制。 据
悉，该《全集》分为精装版和特精装版
两种， 精装版13800元/套， 共1000
套；特精装版128000/套，随书附赠黄
永玉签名的编号收藏证及铜质书立
雕塑两对，共200套。

《全集》 价格不菲， 一般大众
难以接受， 普及范围受限。 对此，
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李小山解释，
当今的纸质图书因受到数字化的强

烈冲击， 出现两极分化。 一方面，
普及性的图书将往数字化转型； 另
一方面， 印刷精细、 装帧精美的画
册类图书将走高端路线， 其本身具
备收藏价值 ,成为艺术品。 精装版
《黄永玉全集》 将更多为国内图书
馆、 艺术院校、 美术家、 收藏家等
一些高端客户所采购。

据悉， 除 《全集》 之外， 由湖
南美术出版社编撰出版的 《黄永玉
九十》 及 《黄永玉和我们———〈黄永
玉全集〉 编辑出版前前后后》 两本
新书也将同时与读者见面。

■链接
关于黄永玉的书：
1982年， 24开方型的彩色小画

册 《画家黄永玉湘西写生》
1988年 ， 8开本大型画册 《黄

永玉》
1990年， 白描画册 《永玉回来

的风景》
2004年，《黄永玉的柒柒捌捌》

（紧接1版②）因为这种小型汽轮机可
用新蒸汽来驱动，也可以用发电机组
的汽轮机抽汽或背压排汽来驱动。

2008年8月， 该公司电泵改气泵正式
投入运营。 经湖南电力试研院试验证
明，气泵运行，能有效降低厂用电率，

在发电量相同的情况下上网电量可
增加2.4%，具有更高的经济性，从而
成功迈出了节能降耗的大步子。

记者�� ��在基层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6月 4日

第 2013148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277 1000 1277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2166 160 346560

8 5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6月4日 第2013064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7281216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7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400977
3 45843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64
43634
929158
5967038

28
1348
31234
201900

3000
200
10
5

1213 22 25 320901

6月2日，音乐老师在教孩子们弹扬琴。 当天，长沙市芙蓉区火星街道曾家坪社区成立花朵驿站，免费开展托
管、娱乐、辅导等活动，帮助外来务工家庭解决孩子课余、假日无人看管的难题。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