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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民健） 8月22日， 衡阳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支队长罗光耀告诉记者， 自9月1日起，
该市将开展规范电动自行车 （以下简称
电动车） 专项行动。 10月1日后， 城区不
再销售超标电动车； 2015年1月1日后，
禁止超标电动车上路行驶。

按国家标准， 电动车最高时速应不
大于20公里、 整车不重于40公斤， 并具
有良好脚踏骑行功能。 2010年衡阳市
“限摩” 之后， 城区摩托车基本绝迹， 取

而代之的是便捷的电动车。 目前， 城区
每天上路行驶电动车15万余台， 但这些
车95％以上为超标车。 一些经销商和车
主无视交通法规， 私自改装车辆电瓶，
加大功率， 改变结构， 加装遮阳伞等，
造成极大安全隐患。 而且“限摩” 后，
许多摩的司机改用电动车从事非法载客
营运， 城区非法营运电动车多达6万辆左
右。

为此， 衡阳市不少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就电动车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提

案。 该市交管部门针对电动车的管理和
整治也从未间断， 主要是加强宣传， 依
法对电动车交通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去
年， 共查扣电动车8381辆次； 今年1至7
月， 查扣6133辆次。 市交警支队还在解
放大道、 船山大道等城区主干道，
设立了专门的电动车道。

这次衡阳市规范电动车专项行
动从9月1日开始， 为期3个月。 除了
对电动车交通违规行为加大查处力
度外， 还将通过联合执法， 以专卖

店和交易市场为重点， 对电动车销售环
节进行全面整治。 10月1日后， 城区不再
销售超标电动车。 对已购超标电动车，
采取逐步淘汰方式， 由车主自主置换，
2015年1月1日以后禁止上路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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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转晴 24℃～34℃
湘潭市 晴 26℃～36℃
株洲市 多云 26℃～35℃

长沙市 今天多云间阴天，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
南风 ２~3 级 28℃～35℃

张家界 多云 25℃～35℃

永州市 多云 26℃～34℃
衡阳市 晴 27℃～36℃
郴州市 晴转多云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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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阵雨转多云 26℃～34℃
怀化市 多云 25℃～34℃
娄底市 多云转晴 26℃～35℃

吉首市 多云 23℃～32℃
岳阳市 阵雨转多云 25℃～33℃
常德市 小雨转多云 24℃～29℃

本报8月25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郭飞 ） 8月22日， 怀化市鹤城区
芦坪乡壮丁村大平元山塘一派热火朝天
景象， 挖土机、 运土车来回穿梭， 近100
名村民挑运淤泥。 村支书李传球告诉记
者： “在这次大旱中， 这口山塘虽然渗
漏， 仍蓄水3万多立方米， 灌溉稻田300
多亩。 经过这次整修， 蓄水将增加1倍以
上。”

鹤城区共有1461口山塘 。 今年大
旱期间， 这些山塘发挥了较大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 ， 但仍有相
当部分山塘、 沟渠、 溪坝因年久失修，
淤积渗漏严重。 群众从抗旱中看到了
小型水利工程的重要性 ， 迫切要求尽
快修复山塘 、 堰坝等。 区委、 区政府
因势利导， 及早部署， 决定在冬修前，
先开展水利秋修。 8月12日， 该区确定

秋修主攻塘堰整修和沟渠清淤 。 按照
“先急后缓、先重后轻、分批实施”原则，
年内完成整治病险较重的骨干山塘80
口、堰坝40座、沟渠20公里，渠道清淤50
公里。

为打好秋修水利硬仗， 鹤城区委书
记熊安台等区领导下到山塘、 堰坝工地，
办点示范。 区直相关部门、 单位负责人
实行联项目责任制， 并制订了奖惩办法，

在当地媒体公示。 同时， 按照“政府主
导， 群众参与” 原则， 区财政整合各类涉
水项目资金1000万元用于水利秋修， 是
去年水利冬修资金的2倍多， 并加大“一
事一议” 财政奖补力度， 采取以奖代补、
先干后补、 民办公助等方式， 引导群众
投身农村小型水利建设。

目前， 鹤城区已有80余处小型水利
建设项目开工， 投入劳力近万名。

欢乐飘荡沱江畔
———凤凰边城音乐节速写

彭业忠 龙文泱 吴文星

8月24日， 凤凰边城音乐节进入第二天。 晚上， 音
乐节准时在凤凰县体育场开唱。

音乐节设“凤台” 与“凰台”， 在“凤台” 表演的
是知名乐队， 在“凰台” 表演的是本土乐队， 相互交替
演出。 “凤台” 选手首先上台表演的是有“中国第一摇
滚女歌手” 之称的罗绮。

高亢的歌声、 震天响的乐器声， 翻越体育场高高的
看台， 飘荡在沱江水畔。

唱到大家熟悉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时，台下观
众的激情被点燃， 很多人跟着唱起来， 且歌且舞。

体育场内的草地上， 观众们大多站着欣赏。 也有年
轻母亲带着小孩， 在草地上铺好塑料布， 坐在上面静静
欣赏。 还有年轻的情侣们， 相依相偎， 边欣赏边窃窃私
语。

接着， “凰台” 上的本土歌手上台演唱。 来自花垣
县的16位苗族民间艺人，带来了叫《苗家欢歌》的节目，
是原生态苗语歌唱和苗家乐器表演。

普通的木叶， 在苗家阿哥手里， 变成了乐器， 吹出
了让苗家阿妹心花怒放的音乐。短短一截小山竹，也吹出
了令人着迷的曲子。 苗家阿妹们则在做农活的同时， 唱
起了她们的幸福歌儿———欢乐的苗家寨， 甜甜的酒歌
呦； 唱得油菜花朵朵， 唱得茶树满山坡……

这种来自本土的音乐， 把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
潮， 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让现场气氛达到最高潮的， 是桑植县花大姐组合演
唱的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桑植民歌。 4位
土家族姑娘， 身着民族盛装， 把一首首桑植民歌———
《唱支山歌甩过来》、《花大姐》等，唱得出神入化，台下掌
声、 哟嗬声此起彼伏。

沱江上， 慢慢升腾起白色雾岚。 音乐声、 欢笑声，
与沱江上的雾岚缠绵在一起， 浸润着整个凤凰古城。

临澧评出10名
“群众满意好干部”
本报8月25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周万军 毕芳）

近日， 记者从临澧县纪委获悉， 经群众评议推选， 该县
李泉东等10名乡村干部日前被评为“群众满意好干
部”。 而群众评议排名靠后的10名驻村干部， 由上级领
导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临澧县采取“查、 评、 选” 三字法， 由群众评议干
部。 “查” 即查实据、 看现场、 访群众 、 听反映 ；

“评” 即将所查出的情况张榜公布， 组织群众当面评议，
并由当事人现场解释， 群众当场打分； “选” 即根据参
评干部勤政务实、 工作效能、 服务意识等方面情况， 对
其提出选用意见。 动真格评议干部， 给县直单位和乡镇
村组干部带来极大震撼。 干部们说， 想不被评为“不满
意”， 唯有更加努力工作， 下功夫提高服务水平。

目前， 临澧县已对427名村干部及驻村干部进行了
评议， 涌现出“为民书记” 李泉东、 “卸不了任的老书
记” 方业弛等“群众满意好干部”。

本报记者 孙娅

到炎陵县三河镇挂职的第二天，
就听说这里有个像公园一样美丽的生
态文明村星光村。 8月21日，记者终于
一睹风采，果然名副其实。 白墙青瓦
的仿古民居，白墙红瓦的小洋楼，整洁
的街道， 千米葡萄长廊挂满了一串串
紫色葡萄，千亩菜园一片碧绿。

“村里到处干净整洁，走在路上心
情舒畅，村党支部邹秋南书记好样的，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村民肖
荣星今年35岁，被家乡的变化吸引，回
家创业搞起了葡萄采摘园。 在2006年
前，村里垃圾随处可见，房屋也没有这
样漂亮。 村党支部和全体党员抓住统
筹城乡发展改革契机， 开展环境卫生
整治行动， 新建垃圾池20个， 花池16
个，安装垃圾桶210个。 完善了农户垃
圾焚烧池200座、有机垃圾集中沤肥池
15个，聘请3名专职环卫人员，建立健
全村考核组、 组考核户的月度考评机
制。 同时，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农户
庭院进行硬化、绿化、美化、净化，完成
25户庭院绿化和6.5公里村组干道绿
化提质。

村里还建立了生态文明企业创建

标准， 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生产设
备， 减少资源能耗及废弃物排放， 从
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 将3家经济回
报高但有污染的企业拒之门外。 同
时， 村里积极发展无公害蔬菜产业，
2006年实行土地流转后， 开辟了千亩
无公害蔬菜园、 种植了500亩花草苗
木、 500亩香椿、 千米葡萄长廊等产
业基地。

如今，沿环形村道的民居风光带和
沿河农民休闲风光带初步形成，“道路
硬化、村庄绿化、环境优化、住宅美化”
的新农村蓝图逐渐显现。 2012年，星光
村村组集体经济总收入达200多万元，
人均纯收入8000多元，荣获“省文明村
镇”、“省卫生村”称号。

炎陵鲁坑小学获评
全国基层示范家长学校
本报8月25日讯 （郭畅达 李文峰 彭新平 扶张颖）

近日， 株洲市妇联主席杨爱云为被评为全国基层示范家
长学校的鲁坑小学授牌。

鲁坑小学位于炎陵县炎帝陵南8公里处的鲁坑芭蕉
垅， 是一所全日制1至6年级复式小学， 承担着鹿原、
船形两乡镇7个山区村普及初等教育任务。

该校在原家长会基础上， 创立了家长学校。 学校先
后修订了家长学校工作制度、 教学制度、 家校联系制度
等一系列制度， 专门设立了家长学校档案柜。 教学中，
根据家长学校的办学特点和家长工作时间特点等， 采取
集中学习与分散自学相结合的办法， 并经常印发家长意
见建议信息反馈表， 广泛收集社会各界对学校工作的意
见与建议。

小水利有甜头

电动车要规范

鹤城区秋修水利主攻山塘堰坝，
80余处小型水利项目开工

衡阳市整治超标电动车， 严禁加
大功率、加装遮阳伞等

记者�� ��在基层
记者挂职手记

星光村里美如画

8月24日，曹定福(左一)用气垫船免费接送过往行人。 受台风“尤特”和“潭美”影响，
永州市零陵区境内普降大到暴雨， 凼底至双平福头县级公路一段50米的路面积水， 给
过往行人带来不便。 村民曹定福利用拖拉机内胎自制一个气垫船， 连续7天免费接送
过往行人2500多人次。 杨万里 摄

身边的�� 美丽

村民义务接送群众

村干部直接负责 全社会共同参与

望城区桥驿镇把好
舌尖上的“安全阀”

本报8月25日讯 （通讯员 袁鑫 )点多面广
的乡村食品安全如何监管？ 望城区桥驿镇有新
招：村干部对辖区食品安全直接负责，出了问题
要追责；鼓励群众和社会监督员监督、举报非法
加工生产行为， 多方努力共同构筑食品安全监
管网。

8月22日，该镇洪家村食品专干黄劲松因一
个村民集体聚餐信息填报不详受到村委会批
评。此前，该村有两次较大规模集体聚餐信息上
报不及时，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及食安专干均
被镇纪委约谈。

桥驿镇地处省会长沙城北， 辖16村1社区，
农业人口约38000人，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
销售及农村地区集体聚餐成为食品安全工作重
点。为进一步加强对食安工作监管，该镇不断创
新工作管理模式，多措并举，着力把好舌尖上的

“安全阀”。
首先是将食品安全纳入村（社区）年度绩效

考核内容，实施一票否决。镇里明确规定，凡因
工作失职，导致辖区内发生食安责任事故的，该
村（社区）一律不得评先，支部书记、村主任、食
安专干不得评优，并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村干部，
严格按党纪、政纪及法律进行追责。其次是动员
群众参与。镇食安办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加强
巡查执法的基础上， 对举报食品安全非法生产
经营行为的个人进行奖励。同时，每年聘请5名
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员任食安工作社会监督员，
监督、评议食品安全工作，构建起“政府主导，全
社会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