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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小雨转中雨 17℃～24℃
湘潭市 小雨 20℃～24℃
株洲市 小雨 20℃～25℃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 阴天有小到中雨
北风 3~4 级 22℃～25℃

张家界 中到大雨转中雨 18℃～19℃

永州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20℃～25℃
衡阳市 小雨 20℃～26℃
郴州市 阵雨转小到中雨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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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小雨 20℃～24℃
怀化市 中雨 18℃～23℃
娄底市 小雨 19℃～24℃

吉首市 大雨转小雨 18℃～21℃
岳阳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20℃～24℃
常德市 小雨 19℃～22℃

℃"#$%&'()
! ! "# "#$%&'()*+,-./01234

56789:;<=> ?@ABC%&DEFGHIJ
K0>LMNOPQRSTUOVWHIXYZDEFG
[\]^_`ab

'()*cdefghijklm> nopqrs
tuXvwDExyzBf'{qSTJ|}>~���
��z������R��R���ST��������
/>�)��������>��� ¡¢£f'{qS
TX¤¥)*b

'()*¦J§C%&DEFG1HX¨©;lª
«¬z®J̄ °±�²³/p/´{qµ¨*¶z;·¸
¹°±�²{qº»�¼ZST½¾XST¿À��ÁÂ
ÃÄºÅ�Æb Ç^��ÈÉÊË��>PQYZÌÍ�
ÎÏ�ÈÉ�ÐÑ�ÒÓ�[\zÔÕÖJ×ØpÙÚÛÜ
FGÝ0ÞßàXÈÉG,Xdá

!!"" ##$%&#

!" #$
!"!#$%&"'() #! *$
+,-./0123456 #" *$
789:;<=>?@ ## *$
ABCDEFGHI% #$ *$
J % KLMNOPQRST #& U$
VWXYZ[\]^ #' U$
_`abcde!fgh" #!( *$
ij:klmnop #!" U$
RSqrastu #!# *$
vwxy&z{|}~� #!$ U$

!"#$ !"#$ % % & !% '()*+
,-./012345.678 #&' 9(:
8;<=>?@; )!*#$+, :8AB=
--$..$%!%C##$..$//#D EFGHIJD

!"#$%&'(
!"#$ ) % * $ +

!"#$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陈鸿飞 朱章
安）“两个孩子去上课后，我就到制衣厂
上班，每月能赚2000多块钱。 ”8月28日
下午， 在衡东县白莲镇白莲制衣厂内，
搂着刚放学回来的小儿子，陈艳萍一脸
喜悦。

今年30岁出头的陈艳萍， 是白莲
镇双江村村民，和丈夫在沿海打工。 今
年初，小儿子到了上学年龄，她决定回
家当“陪读妈妈”。她把两个儿子都送到

白莲镇尚德学校读书，并在学校附近租
了一间房。 凭着缝纫技术，经县就业局
牵线，她很快在离租住房很近的白莲制
衣厂上班了。

衡东县就业局负责人介绍， 自今年
初开展“陪读家长”就业帮扶行动以来，
像陈艳萍这样一边陪读、一边上班的“陪
读妈妈”，全县已有1200多人。 据统计，
目前， 衡东县有“陪读家长”7000人左
右，其中绝大部分是“陪读妈妈”，年龄多

在28岁至45岁之间。 她们租住在学校周
围，平时为孩子洗衣做饭、辅导功课。 利
用空闲时间，找点零活补贴家用。

今年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决定，开展“陪读家长”就业帮
扶行动。 县就业局工作人员深
入企业，搜索适合“陪读家长”
的工作岗位，同时调查“陪读家
长”情况。 利用短信平台，及时
将企业空余岗位信息发送给陪

读人员， 并组织专场招聘会。“我们厂
20多位员工， 有10多位是‘陪读妈
妈’。”设在县城学校附近的杰盛手套厂
厂长彭庆南说。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彭业忠）8月
27日上午，保靖县碗米坡镇咱科村，正
准备出发去长沙理工大学报到的18岁
土家族新生彭昌炎，领到了“湘西州贫
困家庭大学生救助基金会” 的5000元
救助金后哽咽着说：“我父母双亡，是社
会的爱心才得以考上大学，我一定努力

学习，将来也用爱心回报社会。 ”
据“湘西州贫困家庭大学生救助基

金会”负责人宋克湘介绍，该会成立于
2003年，州长亲自担任负责人。 最初的
救助对象是，应届高中毕业、二本以上
农村贫困家庭或城市低保家庭大学新
生，救助标准是每生3000元；从2012年

开始，救助对象实现了全覆盖———凡当
年考上包括预科在内的全日制普通高
校本科的贫困家庭大学新生， 每生
5000元； 凡当年考上包括职高在内的
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的贫困家庭大学
新生，每生3000元。

救助基金会今年多渠道筹集资金

达2180万元， 比去年增加了600万元，
共救助4809名大学新生。 州内州外、
社会各界， 共同织就了自治州贫困家
庭大学生救助的“爱心网络”。 救助基
金会成立 11年来， 共发放救助金
7756.8万元， 救助了21675名寒门学子
顺利进入大学。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陈永刚
实习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杨金红)近
日， 长沙市开福区长雅中学、 清
水塘北辰小学、 清水塘实验小学、
金鹰小学4所新建学校同时开学，
接受1800名新生入学。 据悉， 4
所新建学校共计投资4亿元， 规模
达216个班， 共提供优质初中学位
3000个、 小学学位7000个。

长雅中学是开福区政府与

雅礼中学合作创办的初中义务
教育学校， 建筑面积4.5万平方
米， 办学规模60个班。 清水塘
北辰小学和清水塘实验小学是
清水塘系列学校， 其中清水塘
北辰小学办学规模48个班， 清
水塘实验小学办学规模48个班。
而金鹰小学主要接收省广电小
区和恒大雅苑小区的学生， 办
学规模60个班。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张世平 袁晓晖）
今天，新化县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8·23”新化特大金店抢
劫案成功告破，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8月23日晚8时多，4名蒙面劫匪持械闯入新化县琅塘
镇康记大金行，将店内金、银器洗劫一空后迅速逃离。 案
发后，娄底市、新化县两级公安部门高度重视，并得到了
省公安厅及时指导。 公安部门在缜密调查的基础上，迅速
锁定犯罪嫌疑人，并先后跟踪追捕至广西、广东，于8月29
日上午在东莞市一酒店内将戴某、廖某、刘某、廖某等4名
犯罪嫌疑人抓获，4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8月30日，根
据犯罪嫌疑人指认，警方将所劫金器3332克、银器751克
悉数追回，案值100万余元。

今天， 娄底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长尹华凯签署嘉奖
令，对全体参与破案的单位和民警给予通令嘉奖。

本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欧阳友忠

报到、注册、领新书、唱国歌、
举行开学典礼……9月1日，洪灾严
重的宁远县湾井镇羊蹄岭村小学
如期开学！

记者赶到学校时，周边是修复
水毁河堤、稻田、道路的热火场面。
推土机正在为学校平整土地，工程
车把一袋袋石灰、一棵棵树苗运到
学校……这个学校唯一的教师邓
彩廷前几天就忙着打扫卫生、布置
教室。 今天，他早早地写上迎新标
语和对联等，将课桌一字儿摆放在
走廊上，放上书、课本，迎接孩子们
到来。 一会儿，家长带着孩子们陆
陆续续来到学校。 邓彩廷面带微
笑，挨个儿查看户口本、成绩单、作
业本，进行登记。 邓老师一个人忙
不赢，学区校长李根万、副校长李
初昌也赶来帮忙。

10时， 邓老师走进教室，组
织学生上课，在板上写上“开学典
礼”四个大字，开始了新学期的第
一课。

邓彩廷对同学们说：“我们学
校今年暑期遭了特大洪灾， 墙壁、
课桌椅、图书、风琴、教具都被水淹
坏了，搭帮各级党委政府为我们抢
修，恢复很快，才保证了我们按时
上课，因此，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 ”
湾井镇镇长何俊介绍说，8月

下旬，宁远县遭受特大洪灾，湾井
镇成为重灾区，地处东江河畔的羊
蹄岭村小学被水淹2米多深，淤泥
达1米多厚，学校厕所、教室门窗、
课桌椅、图书损毁严重。 县、镇、村
全力恢复学校基本设施，确保按时
开学。 县里安排10余万元资金用
于校园灾后重建。 洪水退后，镇村
干部、群众迅速组织清淤、晾晒物
品、更换电线、粉刷墙壁、更换门
窗、维修厕所、修理课桌。许多村民
放下自家被水淹的物资和就要抢
收的稻谷，为学校出工出力。 工程
队昼夜施工，拉通了“便民通道”，
整修了校园旁的沟渠，硬化了200
平方米的操坪，开通了校园广播，
教育部门保证了教科书、课本等开
学必备的用品，还补充了欠缺的课
桌椅。 学校开学后，林业部门还将
在校园周边建成绿化带，体育部门
将为学校安装跷跷板、秋千、乒乓
球桌等健身器材，让学生有一个好
的环境。

村民曾运英说：“党委政府不
忘小孩上学的事情， 不仅恢复了
学校的设施， 把学校建得这么漂
亮，我们更放心了。 ”

通讯员 王玖华 肖建科 黄连初
本报记者 贺威

在双峰县首家民办养老院———永丰镇爱心
养老院里，85位老人组成了一个温馨的“家”。

到8月下旬， 爱心养老院的李玉昆老人已经
在这里住了1年零7个月。 李老77岁，青树坪镇黄
田村人，儿子、儿媳常年在外务工。 去年过完春
节，老人来到爱心养老院。“当初不想来，现在赶
我走也不会走了。 ”李老说。

爱心养老院位于双峰县永丰镇的诸家村，是
双峰唯一获得民政审批的民办爱心养老院。 2011
年养老院建成，共有5层，设施齐全，总投资400多
万元。

“我以前也在外面打工，2005年，我的弟弟被
肺结核、脑积水等疾病夺去了生命，于是，我下定
决心建养老院，让老人安享晚年。 ”47岁的房鸿春
女士道出了办院的初衷。

养老院一楼是文娱活动室、 阅览室和食堂，
二楼至五楼是老年人寝室。 走进养老院，只见一
楼有20多位老人在看书看报，打扑克、玩字牌，其

乐融融。 食堂里忙得正欢的女厨师说：“今天中午
吃海带排骨汤、豆角炒肉、红烧豆腐，早餐有包子、
馒头、 稀饭、 米粉等5个品种， 中午和晚上吃米
饭。 ”

“院里共有50多间房，可住100位老人，现有
管理和护理人员12名， 伙食费与养老费一起算，
每人每月1050元。 ”房院长边走边介绍情况。

“不贵呀，请个保姆每月要2000多元。 ”80岁
的同年夫妻成本生、卢永义两老接上话头。 为了
这对夫妻的养老，儿女们没少操心，先是请来保
姆照顾，每月工资就要2000多元，老两口还是觉
得这里好。

84岁的王运初老人不慎摔成重伤， 动弹不
得，儿子在医院照料一段时间，因工作繁忙，将老
人送来这里疗养。 当时王老行动不便，大小便都
需要人帮忙。 房院长安排特护人员特级护理，请
来医师随堂诊治，日夜不离人。 房院长自己也端
屎端尿，帮助护理，还送来补品，王老的身体恢复
得很快。

“尽管我目前还负债运行，但我们有信心把
养老院越办越红火。 ”房院长坚定地说。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向学建 江宁）8月底，今
年第12号台风“潭美” 带来强降
雨，铁山灌区旱情解除。在此前长
达两个月的抗旱过程中， 铁山灌
区各大小渠道细水长流， 农民用
水户协会实行上下游有序轮灌，
确保了灌区农田“熬”出了头。

铁山灌区以新墙
河上游铁山水库为骨
干水源， 控灌5个县
（市、区）的85.41万亩
耕地，灌区2条长87公
里的总干渠集中引水，
其下连接的7条105公
里长的分干渠、74条
611.6公里长的支渠，
以及数以千条计的斗
渠、支渠、毛渠，使铁山
灌区成为“长藤结瓜
式”的灌区。

2011年， 省水利
厅将铁山灌区列为全
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的试点区，利用中央和
省级财政资金，支持铁
山灌区管理局在改造
末级渠系的同时，发展

农民用水户协会：由农民用水户自
愿参加、自我管理，推行“输水到
户、收费到户，水价公开、灌溉面积
和实用水量公开、 协会账目公开”
的“两到户、三公开”制度，将渠系
工程的“千根线”串成了“一根针”。

今年大旱中， 在铁山灌区管
理局指导下，饶港等4个农民用水
户协会坚持“早放水、放小水、放
好水”。“早放水”：在干旱高峰到
来之前， 先把中上游的山塘灌满
水， 能够放山塘水的农田坚决不
从渠道放水， 尽量把水压到下游
和尾端， 实行上下游及山塘水库
的有序轮灌。“放小水”：灌区与协
会根据用水需求， 及时调整渠首
闸门大小， 一改以往“上游水飘
飘、下游干焦焦”的局面。“放好
水”：由农民用水户协会“一把锄
头管水”， 协会负责人统一调度，
各组管水员配水， 其他村民未经
允许不准从渠道分水。

尽管今年大旱， 但铁山灌区
内农业灌溉情势相对较好。在“潭
美” 带来降雨前， 铁山水库还有
2.6亿立方米的可调节水量，保证
了岳阳市城市供水和农业灌溉用
水需求。

自治州

衡 东 开展“陪读家长”就业帮扶

贫困大学新生救助全覆盖

4所新校同时开学
开福区新增优质学位1万个

新化“8·23”特大抢劫金店案告破
4嫌犯全部落网，价值100万元金银器悉数追回

灾区小学书声琅

“千根线”串成“一根针”
铁山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科学用水

85位老人一个“家”

9月2日，志愿者为杨吉林的小儿子送去图书，并为其解决了学费。 45岁的杨吉林来自沅陵县远水坪村，去
年被确诊为尘肺病。 今年以来，他妻子和儿子外出务工时接连意外受伤。 公益组织“大爱清尘”了解情况后，立
即启动紧急救助，为他募集了20000多元救助金。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9月 2日

第 2013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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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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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六 0 160 0

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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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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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彭
璇）8月30日， 记者从怀化市旅游局获悉，2013年中国·怀
化第三届“三古”文化旅游节暨海峡两岸文化旅游交流月
活动，将于9月14日至10月13日在芷江举办。

为进一步展示怀化内涵深邃的历史文化、 独特浓郁
的民族风情，着力打造“三古”（古城古镇古村）文化旅游
品牌，积极推介芷江和平文化，扩大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怀化市政府和省旅游局决定主办此次节会。 节会以中秋
佳节为契机，彰显和平、团圆氛围，围绕“树品牌、创特色、
增效益”的目的，采取“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全民参与”方
式，将重点推出侗乡合拢宴、大型民俗歌舞晚会、抗战英
烈祭奠等主题活动及海峡两岸文化旅游交流月系列活
动。 交流月系列活动包括妈祖文化旅游研讨会、和平文化
旅游研讨会、台湾美食文化节等。

第三届“三古”文化旅游节
将在芷江举办

本报9月2日讯（实习记者
谢璐）“清小人，上学校，人人学会
讲礼貌。 见师长，遇同学，敬个礼
来问声好……” 今天上午9时，朗
朗上口的歌谣从长沙市开福区清
水塘小学里飘出， 吸引了校门外
来往的行人驻足。 今天是长沙市
中小学校开学的日子， 清水塘小
学将开学典礼变成了一堂生动有
趣的文明教育课。

开学典礼上由4名高年级学
生朗诵的这首《做个文明守礼清
小人》，是该校学生自己创作的作
品。 上个学期， 学校举办了一场
“文明礼仪歌谣创编”活动，向全

校学生征集文明礼仪歌谣原创作
品，孩子们显示了极大的兴趣，绞
尽脑汁创作， 纷纷向老师交出自
己的作品。 这首歌谣从约200首
作品中脱颖而出， 再由老师润色
修改， 成为了开学典礼上的表演
内容。

“教孩子懂礼貌不能局限在
课堂上讲大道理， 而要注意在平
时的点点滴滴中向孩子言传身
教， 从一个个细节中给孩子树立
标杆。 ” 该校德育主任易老师表
示，学校对新生的要求，首先就是
做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人，这是
孩子们入校后的第一课。

清水塘小学
开学典礼成文明教育课

记者�� ��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