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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15℃～25℃
湘潭市 晴转多云 15℃～25℃

张家界 多云 15℃～25℃
吉首市 多云 14℃～22℃
岳阳市 多云 14℃～22℃

常德市 晴 14℃～23℃
益阳市 晴 12℃～24℃

怀化市 多云 16℃～25℃
娄底市 晴 15℃～24℃

衡阳市 多云转晴 17℃～27℃
郴州市 晴 16℃～26℃

株洲市 晴 16℃～26℃
永州市 多云 16℃～25℃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转晴天
北风 ２ 级 13℃～26℃

市州新闻 9

文化领域添“金字招牌”长沙

本报11月6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陈湘）近日，新邵县酿溪镇大塘社
区张某家属与邻居石某就张某坠楼身亡
达成赔偿协议。至此，一起持续多日的邻
里纠纷在县矛盾调解中心努力下，得以成
功化解。

据了解，新邵县大力建设矛盾调处体
系，维护了社会持续稳定，推进了平安建
设。2008年获得省“平安县”称号并保持
至今， 前不久又被评为2008－2012年度

全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近年来，在平安创建活动中，新邵县

坚持源头预防，建立健全县、乡镇、村三级
矛盾调处平台，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
炸”。在全县679个村（社区），设立了社会
管理服务站， 与群众工作站合署办公，平
时由村级干部值班，每周四驻站县、乡镇
干部集中办公， 及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各乡镇成立矛盾调处中心，每周一集中办
公。在面积较大的乡镇片区，还设立农村

中心社区，设立警务室、政务中心、群众诉
求中心、矛调中心等机构，加强对矛盾纠
纷的调处。他们还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
解、司法调解3大职能，建立了县级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中心，集中办公，实现从小调
解向大调解转变。中心成立3年来，重大
案件成功化解率达到100%。

县、乡镇、村三级矛调体系的建立，
使新邵县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村，一
般问题不出乡镇，大事不出县”。今年1

至10月， 三级矛调平台共调处矛盾纠纷
2703件，防止群体性上访12件，制止群体
性械斗10件，防止民转刑18件，矛盾纠纷
调处率达到100%、调处成功率达到97%，
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本报11月6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刘新权 王庆杰） 继成为首批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后， 长沙文化领域又添一块
“金字招牌”。今天下午，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会议在上
海举行，全国共有31个城市获得首批“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称号，长沙
以全国第二、 中部第一的优异成绩成为
我省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2010年12月，国家文化部、财政部
决定在“十二五”期间共同开展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
2011年5月， 长沙被确定为首批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 创建
以来， 该市累计投入公共文化建设资金
60多亿元，建立健全城乡一体、服务普惠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构筑主城区和县
（市）城10分钟、农村中心镇（特色镇）15

分钟、 农村一般村镇30分钟的公共文化
服务圈；实现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化、供给
多元化、城乡一体化、服务普惠化、活动
品牌化；做到城乡“读有书屋、唱有设备、
演有舞台、看有影厅、跳有广场、讲有故
事、创有指导、办有经费”。

该市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打造了
一系列文化品牌。如今的长沙，剧院看
话剧、歌厅看歌舞、讲坛诵经典，“雅韵

三湘”、“艺术长沙” 定期组织文化经典
演出向市民投放，“橘洲讲堂”、“星城讲
坛” 常年邀请名家大师与群众对话；湖
南大剧院定期推出低票价的话剧演出，
湘江剧场每周推出6场零门槛的戏曲大
餐，后湖文化园46个名家艺术工作室与
公众零距离接触，努力做到哪里的群众
有文化服务需求，公共文化服务就延伸
到哪里。

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建起三级矛盾调处平台新邵

本报11月6日讯（记者 王
晴 通讯员 单复果 赖宇 ）岳
阳市自今年5月开始了对全市
超标公务越野车的专项清理
行动。至11月初，全市共清理
越野车206台， 除调剂使用29
台外， 剩余177台全部公开拍
卖。此举大受群众欢迎。

从5月份以来，该市先后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领导干
部公务用车的通知》和《市直行
政事业单位越野车清理处置方
案》，由市公务用车联席会议牵
头，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开展
了大规模的清理。经过6个月的

清理， 市直单位共清理出90台
公务用越野车， 除调剂使用16
台越野车外， 该市分批次将剩
余的74台全部公开拍卖， 拍卖
总额为1400多万元，比拍卖评
估价增值了26%。 对各单位保
留的越野车， 该市明文要求各
单位按工作职能喷涂“防汛抗
灾”等醒目标识，一律不准作为
领导干部的相对固定用车。该
市各县区也迅速行动， 截至10
月底， 各县市区共清查处置公
务用越野车116台，除调剂使用
13台， 县市区共拍卖公务越野
车103台。

本报11月6日讯 （通讯员
卢跃 宋黎宏 记者 郭云飞）“唢
呐哟呜哩啦哩堂鼓咚咚响，大
筒和着笛声格外悠扬……”,网
友登录中国花鼓网，点开“花鼓
风”， 著名歌手乌兰托娅演唱的
带有益阳花鼓戏特别韵味的
《花鼓风》令人耳目一新。益阳地
方花鼓戏融入现代音乐的尝
试，得到网民普遍认可。

益阳被称为“花鼓窝子”，
益阳花鼓戏列入了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具有广泛
群众基础。在政府引导、扶持
下， 益阳花鼓戏创作走热，精
品力作不断呈现。借首届中国
（湖南） 花鼓文化艺术节在益
阳举行之机，湖南花鼓文化传
播公司经精心策划和酝酿，以

花鼓戏曲调为主要元素，借鉴
现代流行音乐，创作、推荐10
多首“花鼓风”系列歌曲。其中
雷佳演唱的《放风筝》、《桃花
江谣》， 庞龙演唱的《新望郎
调》，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又见
洞庭美如画》， 花鼓风红月季
组合演唱的《洗菜芯》等，既取
材于地方花鼓戏中最具表现
力的部分，又充分展现了流行
风的特点。

湖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负责人表示，“花鼓风”系
列歌曲的传播，可以充分展现
花鼓戏音乐的魅力， 让传统
的、地方的艺术获得新的生命
力。同时，借助移动彩铃、广场
舞曲等形式，让花鼓风在大众
日常生活中扎下根。

本报11月6日讯(通讯员 余晓明 王英
记者 刘也)最近，北起沅水大桥、南至汉寿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全长15.7公里的汉寿
大道建成通车，极大方便了该县中心片、西
湖片几十万群众出行，以及当地每年过100
万吨农资、农产品运输。这是该县为民办实
事结下的又一硕果。

今年， 汉寿县计划投入资金近8亿元，
实施危房改造、 饮水安全等50多项民生工
程。县里采取分段抓进度、全程抓质量等一
系列举措，确保民生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同
时，对行动迟缓的单位予以行政问责。

汉寿县还从城建、规划等部门抽调20多
名专业人员组成质量监督组， 对每项民生
工程实行全程质量监管。并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社会人士进行监督、审查。

本报11月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骆国平） 为做好今冬明春水利工作， 桂阳县
全面启动“万名党员干部下农村， 万处渠道
塘坝大整修” 工程， 总投资达1亿余元。

今年， 桂阳县发生严重旱情， 近20万亩
农作物受灾。 针对旱灾中暴露出的问题， 该
县确定需整修的渠道、 塘坝工程1万多处，
动员广大干群开展渠道塘坝大整修， 实行县
级领导定点联系， 推动工作开展。 这些工程
全面完工后， 可新增蓄水量260万立方米，
改善农田灌溉面积9万余亩， 为明年农业生
产打下良好基础。

本报11月6日讯 （记者 陈
勇 ）“是你们帮我渡过难关，真
的太感谢了！”11月5日，长沙市
望城区喻家坡街道喻家坡社区
六组居民李海发老人， 双手紧
紧握住区人大代表、 湖南金龙
国际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毛铁
的手激动地说。

今年以来， 望城区喻家坡
街道工委积极探索“两代表一
委员”联系群众、倾听民意、化解
矛盾新机制，成立了“两代表一
委员民情工作站”，开展“献一条
良策、添一片新绿、送一份爱心、
促一方发展”的“四个一”活动。

到目前为止， 收集群众意见建
议93条，协调解决各类矛盾22
起，提出合理化建议15条。街道
人大工委倡导11位区人大代表
捐款17万元，成立了“人大爱心
基金”，已经帮助特困人员和贫
困学子44人次，解决70多人的
就业问题。 旺旺路社区居民陈
晓东辍学后四处流浪， 人大工
委了解情况后， 发动区人大代
表、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方鸿一对一帮
教， 后来将他安排进泰嘉科技
上班， 现在陈晓东学到了一手
好技术，月薪3600多元。

11月6日，宁远县九嶷山舜帝陵，世界姚氏宗亲联谊会举行以“放飞梦想、奔向世界、弘扬舜德、振兴中华”为主题的
首届公祭舜帝大典，来自新加坡、泰国、美国、菲律宾、香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姚氏宗
亲代表2200余人，一同参与祭拜，共怀始祖舜帝。 唐杰 摄

２０13年11月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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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拍卖超标越野车177台

传统花鼓戏融合流行音乐元素

益阳“花鼓风”系列歌曲
风行网络

喻家坡街道人大工委汉寿全程监管
民生工程质量

桂阳整修万处渠道塘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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