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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 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冷婷 鄢明民） 外省游客去美丽
的凤凰古城将更加方便了。 记者今日
从凤大高速公司获悉，凤大（凤凰至贵
州铜仁大兴镇） 高速公路将于今年10
月底建成通车。另据了解，位于大兴镇
的铜仁凤凰机场建设计划于明年完
工，这意味着，游客今后乘飞机至大兴
后，走高速至凤凰只需半小时。

2010年9月动工建设的凤大高速
公路， 是国家高速公路杭瑞高速在湖
南省境内的一段，也是湖南省“五纵七
横” 高速公路网规划中第一横的组成
部分。路线起点为凤凰县城城北，与去
年建成的吉怀高速公路凤凰互通对

接，终于我省与贵州的交界处大兴镇。
主线全长约30.832公里。

记者驱车行驶在已进入路面施工
阶段的凤大高速， 映入眼帘的是道路
两旁的葱葱草木， 和点缀其间的各色
花卉。仿南长城造型的隔音墙，和古寨
风格建筑的服务区， 为这条穿越古城
的高速公路印下“旅游高速”的名片。
记者只花了不到半小时便抵达终点贵

州铜仁大兴镇。
“湘黔两省正在大兴镇共同建设

国家重点旅游支线机场， 该机场建成
通航后， 外省游客可在出机场后走凤
大高速前往凤凰旅游， 方便快捷。”凤
大高速公司经理唐前松介绍， 吉怀高
速、 凤大高速和明年建成的铜仁凤凰
机场， 将共同构建凤凰的空地立体交
通网，形成快速旅游大通道，在促进武

陵山片区开发的同时， 必将助推凤凰
打造“天下凤凰”国际旅游目的地。

据介绍， 贵州铜仁和湘西山水相
连，这一区域拥有梵净山、大明边城、凤
凰古城等近80处旅游文化景点， 但大
部分景点由于交通原因一直“养在深闺
人未识”。凤大高速建成后，将与吉首、
凤凰、铜仁、遵义等市县形成高速网，打
造全新的红色高速旅游精品线。

欧阳金雨

长沙枫林绿洲小区的保安苏
文辉 ，是小区的 “工作微笑哥 ”，4
年来提醒过上百名未关车窗的粗
心车主。如今妻子患癌，他要辞职，
业主主动援手 ，3天内捐款近 1万
元，“微笑哥”乐观地表示感谢：“妻
子病情稳定后，我就会回来继续当
保安。”（8月20日《三湘都市报》）

工作时面带微笑，提醒车主关
车窗 ，看起来是些寻常小事 ，但恰
恰就是这样的微小细节，让人感受
到了“微笑哥”的敬业与忠诚。在关
键时刻， 业主也会主动站出来，助
他一臂之力。

正是这样的普通人，这样的平
常事 ，这样平和的生活态度 ，具有
一种正能量，散发一种强磁场。

曾看过英国心理学大师理查
德·怀斯曼的《正能量》系列书籍，作
者以大量生动实例和简单易行的方
法告诉读者，葡萄糖和汽油是能量，
炸药和海啸也是能量。心态的平和，
喜乐地生活能提升内心的信任、豁

达、愉悦、进取等正能量，进而规避
自私、猜疑、沮丧、消沉的负能量。

事实上， 生活中也是如此，能
量有正负，就看用什么样的智慧去
应用 。一天雾霾 ，就看不到10个蓝
天 ，自然会让心情一直灰暗 ；总是
关注摔婴案 、谋杀案 ，却忽略了全
社会爱心涌动携手寻人，得到的结
论也肯定偏颇 。 相反 ，“做事不贪
大，做人不计小”，通过平常小事做
一个平和的普通人，负情绪就会转
化成正能量。

于个体而言， 情绪可以影响，
可以传递 。有人打呵欠 ，旁边的人
也会感到瞌睡来袭；副驾驶座上的
人睡着了， 司机也会感觉疲乏。于
社会， 正能量的感染力同样强大。
陌生人的一次顺手相助，一个善意
的笑脸，甚至只是微博“正能量”的
一次随意转发， 都会感染他人，影
响他人。

释放正能量的人越多，整个社
会的正能量就越大，个人能感受到
的正能量也会越多。这样的良性循
环，何其美好。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李超玲 实习生 杨燕飞）
今天， 省工商联组织召开全省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
践活动推进会， 要求围绕增强非
公经济人士“信念、 信任、 信心”
彰显实效。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
部部长李微微出席并讲话， 副省
长、 省工商联主席何报翔主持。

自5月全国开展非公经济人士
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以来， 我
省围绕“两个健康” 目标， 紧扣
“民营企业家与中国梦” 主题， 开
展了服务湘商崛起调研服务、
“中国梦·湘商情·光彩行” 启动仪
式、 “民营企业家与两型梦” 报
告会、 “海外华人中国梦” 报告
会、 省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商会成
立暨“青春力量·中国梦”、 “同
心工程” 与“同心人物” 等一系

列主题活动， 取得阶段性成果。
李微微要求， 全省各级统战

部、 工商联要抓住关键， 突出重
点， 创新形式， 扎实推动教育实
践活动有序开展， 在推动企业发
展、 加强非公经济人士队伍建设、
加强组织建设等方面取得更大实
效。 要着力引导非公经济人士增
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
事业中建功立业； 增强对党和政
府的信任， 始终与党和政府同心
同德、 同心同向、 同心同行； 增
强对企业发展的信心， 正确对待
当前企业发展的困难和挑战， 加
快转型升级步伐， 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赢得未来。

会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作了经
济形势分析讲座。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乔伊蕾 实
习生 朱涛）今天，记者从省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获悉，我省近日共查处“石门
开网”等违规网站10余家，拦截、过滤
违规信息6700余条。

当前，网上虚假信息、侵权行为、
标题党等“网络乱象”和网络戾气十分
突出， 严重扰乱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秩

序， 破坏了网络环境。 特别是网络谣
言，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诚信体系，
危害了社会和谐稳定。 按照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统一部署， 自今年5月
起，我省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网络谣言
集中治理专项行动。 省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会同省公安厅、 省通信管理局等
部门，共查处“石门开网”等违规网站

10余家，关闭发布网络诈骗、传销等有
害信息的微博账号320余个，纠正不规
范信息4560余条，拦截、过滤违规信息
6700余条。

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持续加大网
络谣言等违规违法行为的整治力
度，在华声在线、红网等省内重点

新闻网站设置网络谣言监督举报、辟谣
热线， 进一步完善联合查处网络谣言、
辟谣机制，努力构建健康向上、诚实守
信的网络舆论格局。

全国人大来湘开展
社会救助立法调研
我省各项保障水平

稳步提高
本报8月20日讯 （记者 刘文韬

实习记者 于振宇）今天，以全国人
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李江为组长
的全国人大立法调研组， 来我省开
展社会救助立法调研， 并召开座谈
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主
持会议。

据介绍，目前，我省基本建立起
了以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供养、自然
灾害灾民救助为基础，以临时救助、
社会互助、 优惠政策为补充， 与医
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相
配套，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
代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各项保障水
平稳步提高。据统计，我省城市低保
从1999年建制至今， 保障人数从15
万人增加到144万人，月人均救助水
平从38元提高到240元；农村低保从
2007年建制至今，保障人数从110万
人增加到279万人，月人均救助水平
从23元提高到100元；全省有农村五
保供养对象52万人， 分散供养标准
从2005年供养方式转变之初的年人
均500元提高到现在的2576元；医疗
救助累计救助城乡困难群众240万
人次，支出医疗救助金41亿元；2004
年以来投入危房改造资金近60亿
元， 帮助51万多户困难群众维修或
新建了住房；10年来累计救助流浪
乞讨人员120万余人次。 但同时，由
于没有相关的法律保障， 各地也不
同程度出现了保障不规范甚至骗
保、错保、漏保等问题，并且查处和
追责均无法律依据， 严重制约了社
会救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保
障作用发挥。

李江对我省社会救助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并表示调研
组回去后将认真研究湖南在社会救
助工作方面的情况， 以及提出的社
会救助法立法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建
议，加以参考和吸纳。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许英）8月19日， 副省长盛
茂林在省工商局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座谈会上强调，要真正
做到思想上真自觉， 要求上真严
格，每个环节真到位，确保学习教
育、听取意见不走过场，确保查摆
问题、开展批评不走过场，确保整
改落实、建章立制不走过场，用这
“三个确保”，使教育活动真正取得
实效。

盛茂林说， 开展教育实践活
动， 首先要确保认
真扎实地开展学
习， 做到真学、真
懂、真信、真用，要
落实学用结合，知
行合一， 要真心诚
意地征求意见；其
次要确保认真查摆
在“四风”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 查摆
工商部门围绕中

心、 服务大局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要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 少
讲成绩， 多讲问题， 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 第三是要确保对在活
动中征求的意见认真梳理， 针对
“四风” 问题认真研究整改措施，
实实在在进行整改； 要针对服务
大局方面存在的问题拿出工作改
进措施， 要明确任务， 列出时间
表， 推动整改， 要有措施， 要有
责任人， 突出问题必须得到有效
解决， 作风明显改进。

实习生 杨燕飞 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文明

【同心故事】
如果不是民建湖南省委的“生态

教育移民班”项目，麻阳苗族自治县
大山深处的张春雪或许只能在家中
与奶奶相依为命。而现在，她却跟同
龄孩子一样轻松愉快地学习，为心中
的梦想而努力。

张春雪从小失去父母，靠亲戚的
帮助，13岁才断断续续念完小学 。
2011年9月， 张春雪正式成为麻阳富
洲中学“千里长河·扬帆班”（“生态教
育移民班”之一）的一名学生。刚进校
时，她性格孤僻，不爱讲话，成绩中等
偏下。在老师和同学关心下，她渐渐
从封闭的自我世界中走了出来，课堂
上表现积极， 成绩也得到很大的提
升，上学期期末考试，取得了班上第
10名的好成绩。

2012年9月11日，继“千里长河·
扬帆班” 之后，“思源教育引领班”也

落户富洲中学。12岁的舒家璇成为该
班50名学生之一。他童年时爸爸因意
外去世，妈妈外出务工，留下他和将
近70岁的外公外婆生活。在“思源教
育引领班”后，小家璇享受到学费、生
活费等全免的优惠。在同学和老师的
帮助下，他的不讲卫生、爱说脏话等
不好的习惯得到很大改观。今年期末
考试中，他考了全年级第二名。

在“生态教育移民班”项目的推
动下，自2011年9月以来，武陵山区每
年都有100名和张春雪、 舒家璇一样
家庭贫困的优秀小学毕业生，能坐在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接受免费、规范
的初中教育。

结合湖南实际，“生态教育移民
班” 计划每个班招收50名家庭贫困、
品学兼优的小学毕业生，每生每年补
助2000元， 资助其完成3年中学学
业。 学校按要求为学生配备最强师
资，提供最好住宿条件，创造最优学
习环境。截至今年上半年，民建省委
已在麻阳苗族自治县、凤凰县、衡东
县先后开设“生态教育移民班”4个，
扶助学生200名。

“生态教育移民班”在湖南武陵山

区的成功创办，还离不开湖南千里长河
文化置业有限公司、湖南恒建农林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
限公司等民建会员企业家的参与支持
和慷慨捐助。仅湖南千里长河文化置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恒宇， 就捐资帮助
150名贫困家庭学生圆了“求学梦”。

【同心连线】2011年，民建湖南省
委发挥党派特色，在民建中央、中华思
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的支持下， 在我省
武陵山片区试点 “生态教育移民班”，
将高寒山区的品学兼优的小学毕业生
选送到县城读初中，然后上高中、考大
学或读职业高中，最后在城里就业，进
而实现全家移民， 以此达到促进山区
农民脱贫致富和山区生态保护的目
的。今年下半年，还将有2个“生态教育
移民班” 分别落户石门县澧斓中学和
新化县上渡办事处中心学校， 使该项
目受益学生总数增长到300人。

湘黔旅游添新途

凤大高速10月通车

正能量，不计微小

李微微在非公经济人士教育
实践活动推进会上要求

增强信念信任信心彰显实效

盛茂林在省工商局教育实践活动座谈会上强调

“三个确保”力求实效

重拳整治网络谣言乱象
●查处违规网站10余家 ●关闭微博账号320余个
●将在华声在线等重点新闻网站设置监督举报、辟谣热线

同心 印象

8月20日，一
幅由 1969年 2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的毛主席巨
幅画像在长沙亮
相。 据画像收藏
者罗玉其介绍 ，
该 画 像 长 2.58
米 ， 宽2.2米 ，采
用胶版纸精印 ，
与当年北京天安
门城楼上悬挂的
画 像 系 同 一 版
本。 收藏者准备
将此画像在国庆
节期间摆放于天
心阁古玩城 ，供
广大市民参观。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汪思妤

摄影报道

武陵山区“生态教育移民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