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2日讯 （郭畅达 李文峰
魏敏）炎陵县抓住冬季有利时机，调动
各方力量，大修水利。 目前，该县冬修水
利已完成投资5500万元，投入劳动工日
30多万个， 完成各类水利工程300余
处，改善灌溉面积8502亩，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53平方公里。

炎陵县是典型山区县，建有大批小
型水利设施。 今年大旱期间，小型水利

设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但大部
分年久失修，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为此，
今冬明春， 该县计划投入1.1亿元，以
“五小”（小水窖、小水池、小泵站、小塘
坝、小水渠）水利设施维修、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及农村饮水安全、 水土保持、中
小河流治理为重点，建设和修复各类水
利工程1500处， 治理河堤11.8公里，解
决农村1.6万人饮水安全问题。

冬修水利中， 炎陵县坚持高起点、
高标准、高质量，制订出台了相关方案。
整合水利、农业、扶贫等涉水项目资金，
以奖代补，增加投入。 同时，建立起以政
府奖补资金为引导、农民自愿出资投
劳为主体、其他经济组织参与的多元
化投入机制。县里安排1000余万元用
于农田水利“一事一议”奖补，并吸纳
3000余万元社会资金用于水利工程

配套建设。 严格工程管理，落实项目法
人、工程监理、招投标、合同管理4项制
度，确保工程建一处、成一处、发挥效益
一处。

邵阳市 多云转晴 1℃～9℃
湘潭市 多云 1℃～10℃

张家界 多云转晴 1℃～10℃
吉首市 多云 2℃～10℃
岳阳市 晴 2℃～10℃

常德市 晴 0℃～10℃
益阳市 晴转多云 1℃～10℃

怀化市 多云 4℃～10℃
娄底市 晴 0℃～10℃

衡阳市 晴转多云 3℃～11℃
郴州市 晴 2℃～11℃

株洲市 晴 1℃～10℃
永州市 晴转多云 1℃～10℃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晴天间多云
北风 2~3 级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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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曹辉 徐荣
通讯员 蒋睿 陈文清 ） 日前， 长城乡
犁头村村民赵加粮喜滋滋地搬进了120
平方米的新房。 作为今年湘潭市雨湖
区为民办实事工作的受益者之一， 赵
加粮感慨地说： “我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这把年纪了还能住上这么宽敞的
房子。” 目前， 该区今年投入1.6亿元建

设的34个为民办实事项目现已全部完
工。

相比往年， 在今年的项目建设布
局上， 该区将为民办实事的工作重点
全面向农村倾斜， 约三分之二的项目
放在了农村。 投资764万元， 完成农村
公路建设 27.43公里 ， 超过年计划
8.4%。 农网改造完成46个村 ,� 农网供

电可靠率达99%， 供电卡脖子和电压
质量低的问题基本解决。 他们还建设
了高标准水渠、 病险水库加固、 蔬菜
基地、 农贸市场标准化等农业基础设
施， 给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
“引擎”。

与此同时， 集中供水、 农村沼气
池建设高潮迭起。 响塘集中供水工程

项目前正在进行管网铺设， 建成后将
解决当地2万余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
沼气池用户、 太阳能热水器用户、 高
效生物质炉灶用户分别新增了170、
300、 200户。 该区今年提高了城市、
农村低保金额， 还通过培训、 渠道沟
通、 鼓励企业深入农村搭建就业平台，
截至目前新增就业17500人。

让政策理论入耳入心
———记宜章县“宣讲轻骑兵”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刘从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这与我们每个
人息息相关……”12月上旬的一天，全国劳模、宜章县迎春镇大
坪村支书李建龙， 在镇政府会议室宣讲三中全会精神，100多
名镇村干部听得津津有味。

李建龙是宜章县“宣讲轻骑兵”小分队队员。 近年来，该县
“宣讲轻骑兵”小分队深入机关、厂矿、学校、乡村，宣传党的方
针政策等，每年宣讲1000余场次，听众达4万多人次。

先进典型成了宣讲队员
县乡两级没有“专业”讲师团，基层干部群众学习理论、理

解政策，主要靠学文件、读报纸、看电视。 而且以前基层搞政策
理论宣讲，一般是在党校请个老师，按照统一的宣讲提纲讲课，
结果是“讲的人没热情，听的人没兴趣”。

宣讲力量单薄、内容单一、形式单调，怎么办？“必须建队
伍、转机制、变形式。 ”宜章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黄志莲
说。

2011年5月，宜章组织了一支由县委业余讲师团成员、宣讲
志愿者、当地“土专家”组成的“宣讲轻骑兵”。做到队伍“常年宣
讲”，群众邀课“有求必应”，课题选择“看单点菜”。

面对面、 亲民化的宣讲方式， 让基层干部群众耳目一新。
2012年，“宣讲轻骑兵”队伍迅速扩充。他们在全县各单位、各战
线、各领域，把有一定理论功底、有热情、群众反映好的专业骨
干、基层干部、乡村能人挑出来，精选“土专家”、广募志愿者，

“宣讲轻骑兵” 队伍发展到了100人。 新农村建设领头人李俊
生、从机关返乡建设家乡的女支书雷红青、身残志坚带领群众
致富的全国劳模李建龙、“大山卫士” 刘真茂等一批先进典型，
成了“宣讲轻骑兵”队员。

“大报告”变为“小课堂”
“宣讲轻骑兵”每次下村宣讲，团长黄志莲都会嘱咐队员，

不要自认“高人一等”，要“平等交流”，真正与群众面对面、心贴
心。 围圈式、座谈式、果园式等宣讲方式，在宜章成为时尚。 县、
乡镇干部也加入宣讲队伍，利用晚上的时间进农家，与村民促
膝谈心，形成了“轻骑兵宣讲”新方式———“农家夜话”。

“我们白天要下地忙农活，没时间，也坐不住。”迎春镇鹧鸪
坪村村民李军国告诉记者，搞宣讲的同志晚上来，他们手头上
的事也做完了，正好扯扯家常。

一盏电灯、一张方桌、一块小黑板、一支粉笔、几杯清茶，无
拘无束地促膝长谈。通过这种不起眼的“拉家常”，今年来，宜章
县有1100多名县、乡镇干部共走访群众1.2万余户，并与1086户
困难户结成对子，帮扶物资800万多元，解决问题866件，化解
信访突出案件66件。

“以我为主”变为“群众为主”、“普通话”变为“百姓话”、“大
报告”变为“小课堂”、“单向灌输”变为“双向交流”……在宜章，
宣讲变得大家喜闻乐见。“群众可以按自己的口味‘点菜’了。 ”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谭华山说， 县里在网上制定了50个课题，由

“群众点菜、专家掌厨”，极大地增强了宣讲的针对性。

建起政策理论“直通路”
宣讲只是手段，把党的方针政策传到千家万户，凝心聚力

才是目的。宜章县组建“宣讲轻骑兵”后，专家学者讲理论、领导
干部讲政策、典型人物讲故事，通过不同视角，使党的创新理
论、惠民政策入耳入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对我们村来说，就是要搞
好绿化、亮化、美化，环境卫生搞好了，村里就美了……”近日，

“宣讲轻骑兵”队员、一六镇姚家村支书雷红青在村祠堂前坪，
为村民宣讲“美丽中国”。她结合村里实际，用口语化的话来讲，
乡亲们听得懂、记得住。 一位老人听后，乐呵呵地说：“听懂了、
听懂了，是这个理！ ”

“邻里乡亲同一村，哪个碟子不碰盆；有了纷争找原因，内
心暖流可融冰。 ”迎春镇鹧鸪坪村支书李成君也是“宣讲轻骑
兵”队员，他收集民谚民谣、名言警句，编成一套处理农村矛盾
的“劝调歌”，晓之以理（法）、动之以情，收到很好效果，被人称
为“劝调大哥”。

“大山卫士”刘真茂则用自己30年守护山林，与清苦、寂寞、
山火、偷伐偷猎者作斗争的亲身经历，宣讲生态文明建设。每次
宣讲，都获得多次热烈掌声。

政策上解“渴”、思想上解“惑”，在党的政策理论和广大群
众之间，宜章“宣讲轻骑兵”建起了一条“直通路”、架起了一座

“便利桥”。 今年11月，被中宣部评为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

安乡念好审计监督“紧箍咒”
本报12月22日讯 （通讯员 高涛 记者 李寒露 ） 日

前， 记者从安乡县审计部门获悉， 该县今年已完成对县
城管局局长、 县交通局局长等10名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
审计， 进一步增强了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意识。

近年来， 安乡县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充分发
挥审计监督“尺子” 与“镜子” 作用， 成立了由县委书
记任组长的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
定期召开纪委、 组织、 人事、 财政、 审计等部门参加的
联席会议， 交流、 通报审计情况， 研究解决审计中存在
的问题， 形成了部门协同、 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同时，
制定出台了“领导干部离任经济事项交接办法”， 明确行
政与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离任交接的主要内容和程序。
此外， 加强了对经济活动复杂、 资金资产量较大的重点
部门和单位领导， 以及掌握重要经济决策权、 执行权、
管理权和监督权等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审计。

为强化审计结果运用， 安乡县审计部门及时向组织
部门汇报审计结果， 使之成为考核、 任用干部的重要依
据， 并与干部廉政考核相结合， 把审计中反映的问题作
为考廉重点， 增强了考廉的针对性。 今年县审计局受县
委组织部委托和获得市审计局授权的经济责任审计项目
16个， 现已完成10个， 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 正严格按
照有关要求， 逐条逐项限期整改。

临武农业开发助2万农民增收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薛明 ）

近日， 在临武县南强镇九泽水村排洪渠护砌工地上， 近
100名村民干得热火朝天。 这个投资100多万元的农业开
发项目， 可在今年底完工， 能解决村里300多户村民700
余亩农田灌溉问题。

临武县属典型山区农业县， 农业基础薄弱， 灌溉、
渠系、 农田道路不配套， 粮食等农作物产量较低， 影响
群众增收。 今年来， 该县全力推进农业综合开发。 县里
整合涉农资金4600余万元， 兴建农业开发基础设施工程
14个， 完成中低产田改造3.66万亩， 维修灌溉渠道140余
公里， 修建机耕路35公里。 同时， 重点对临武鸭、 大冲
辣椒、 香芋种植等地方特色农业项目进行扶持， 扩大种
养规模。 今年， 全县共有2万余农民受益农业开发， 人均
年增收500元以上， 实现了“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 致
富一方百姓” 的目标。

雨湖区 实事为民重哺农

炎陵县 投资亿元修水利

本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吴拥民 孙晗 彭会

12月19日一早，一位拄着
拐杖的古稀老人， 走在岳阳县
杨林乡和平村的小路上。 附近
村民都认识他：“那是取爹，是
要到村里宣讲他自编的顺口溜
去！ ”

取爹74岁， 原名方取家，
是杨林乡杨林村人。 他19岁入
党， 曾任村支书18年，5年前在
一次车祸中，不幸失去了左腿。
他没有气馁，一心想发挥余热。

“政策好了，国家富了，生活好
了， 我虽人老身残， 但不能忘

本， 就当个党的政策小小宣传
员！”

为了把政策写准确， 取爹
三番五次跑政府查资料， 又向
乡邻们征求意见， 还请乡里领
导严格把关。 手稿堆了半米
高， 今年9月， 425字的 《党的
政策好》 顺口溜面世了。 取爹
一有时间就下村组宣讲。 他腿
脚不方便， 近处就拄拐杖， 远
处便坐摩托或租车。 他选择去
村民集中的地方， 边发宣传单
边说顺口溜。“无儿无女有五
保， 生活困难有低保……” 80
岁的方强明老人竖起大拇指：
“党的政策好！我坐在家里每月

有上百元钱养老金。 这不， 顺
口溜里唱着呢： 皇粮国税不需
缴， 四保十金真是好！”

村民方军华、方世文、方跃
进逢人便夸取爹， 他们准备买
农机，碰巧听到顺口溜里的“种
田享受三补金， 农机购置补贴
金”， 于是从乡政府领到了补
助，将崭新的农机买回了家。杨
林村下元组的方金秋老人，听
了顺口溜后， 他不仅将自家屋
前屋后收拾干净了， 还说服家
人到村里帮忙搞卫生。

目前， 取爹的足迹遍及杨
林乡10多个村， 他已免费为村
民发送了1200多份顺口溜。◎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12月21日， 工作人员在吉首市矮寨镇吉龙村大鲵养殖场放养大鲵。 当天， 吉首市畜牧水产局野
生大鲵抢救保护站挂牌成立。 姚方 摄

中国新闻名专栏

老百姓的��故事 取爹的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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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2日

第 2013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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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1000 256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712 160 113920

5 4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12月22日 第2013150期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8817886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9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2 11579919
3 36934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88
64814

1224813
11307804

39
2239
39066
356565

3000
200
10
5

16 25 26 291501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