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6日，工人在长沙市圭塘河风光带二期工程施工。最近，长沙市圭塘河风光带一期工程已经建成首条绿道，二期
工程从木莲路到湘府路，将在明年建成。届时雨花区将建成全长23公里的长方形绿道。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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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1℃～14℃
湘潭市 晴 0℃～14℃

张家界 晴 1℃～15℃
吉首市 多云转晴 2℃～13℃
岳阳市 晴 3℃～13℃

常德市 晴 1℃～13℃
益阳市 晴 3℃～13℃

怀化市 多云转晴 1℃～14℃
娄底市 晴 2℃～13℃

衡阳市 晴 2℃～15℃
郴州市 多云 3℃～16℃

株洲市 晴转多云 3℃～15℃
永州市 多云转晴 4℃～14℃

长沙市
今天晴天间多云，明天晴天
北风 2 级 3℃～15℃

２０14年1月17日 星期五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13

◎本版编辑 刘凌 实习版式编辑 张杨◎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邹仪）“来，
搭把手， 这个建筑垃圾还真重。”1月16
日， 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张家铺村一烂
尾楼下， 永州市委书记陈文浩带领市委
机关和园区干部开展义务劳动， 清扫这
一卫生死角，当天，永州城区10万干部
群众参加的全民卫生日活动启动。

清晨7时多，100多名干部陆续来到
了张家铺村，在各处垃圾堆前忙碌起来。

陈文浩快步上前，把垃圾从土里挖出来，
然后一锹一锹铲起倒进垃圾车。 垃圾埋
得很深，不一会大家就忙出了汗，但没有
人停手。 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书
记郑仪介绍，这个卫生死角占地多，园区
希望改建成一个停车场， 以解决周围企
业卸货、停车的需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劳动，一个干净的停车场雏形就出现了。

为进一步营造创建国家级卫生城市

的浓厚氛围，逐步建立健全全民参与“创
卫”的长效管理机制，永州市委、市政府
决定，将每月12日定为全民卫生日，号召
中心城区所有的单位干部职工、 部队官
兵、学校师生、居民、商户参加全民义务
劳动，整治环境卫生，打造美好家园。重
点加强城中（郊）村、单位院落、散居居民
区、破旧小区、破产改制企业、机场、车
站、 码头、 农贸市场以及周边环境的治

理，清除各类垃圾和卫生死角，整治城区
“脏、乱、差”现象。

“机关干部有3万多人，加上社区居
民，商户至少有10万人参加，这次本来
是定在12号，但由于市里开‘两会’，所以
推迟了。” 创卫办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天， 城区所有干部职工来到各自联系
的社区， 与社区居民一道对路面的垃圾
和杂草以及墙上的“牛皮癣”进行清理。

永州发动全城美丽大家园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黄松柏 黄敬波）“这衣服合身、保
暖，孩子们想得真周到！”日前，汨罗市三
江镇敬老院梅勤辉等31位孤寡老人，换
上志愿者们捐献的爱心冬衣后， 欢喜不
已。 这是该市志愿者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的一个镜头。

截至目前， 该市注册的志愿者服务
队达113个，注册志愿者59421人，常年
参加社会服务活动的志愿者人数达到该

市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
近年来，汨罗市将志愿者活动作为

传播文明、 催生正气的重要手段来抓，
在政策、思想和行动上进行引导。市委
宣传部、 文明办创办了汨罗文明网、汨
罗江社区网， 为志愿者提供网络交流、
联络和活动发布、组织平台；团市委、妇
联、总工会等部门通过开展“学雷锋”和
“城市爱心”主题活动，联合志愿者服务
队大力宣传雷锋精神的时代意义和学

雷锋先进典型， 掀起学习雷锋精神、争
当文明市民的新热潮；通过举办“救助
刘君娟、 黄霞辉两困难家庭义卖”、“武
陵正阳帮扶行动” 等系列城市爱心活
动，帮助困难家庭，广泛普及志愿服务
理念；他们还组织志愿服务队开展“关
爱留守儿童”、“关爱空巢老人”、“扶贫
助学”等系列志愿服务，积极引导广大
市民关注志愿服务。

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加入到志愿者的

行列。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该市志愿
者服务队开展助老、助残、助孤、助学、扶
危济困、 环保宣传等志愿者活动200余
次，募集爱心款物近300余万元，给汨罗
带来了一阵阵文明新风。

汨罗6万志愿者活跃城乡

八旬老人
勇当修路领头人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长文 米承实)1月
16日，在辰溪县后塘瑶族乡茶园坪村6组“公路竣工庆功会”上，
年逾80岁、身高不到1.5米的老人石象佳，从村干部手中接过奖
状，爬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茶园坪村6组30户人家居住在崇山峻岭中，山陡路险，出行
困难，遇上下雪落雨更是寸步难行，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修
通通往山外的水泥路，成了全组男女老少多年来的梦想。

虽然只有1公里长，但因为是通组路，上级立不了项，组里
决定自力更生解决。在困难面前，很多人动摇了。有40多年党龄
的石象佳老人却态度坚决，自告奋勇当起了修路领头人。为筹
集资金，他一户一户上门，一个一个说情。有10多位老人被他感
动，拿出了积攒多年用于养老的钱。

千辛万苦筹齐了修路款，公路开工了。为保证质量，石象佳
连续10多天忙碌在工地上。他家100公斤晒红烟错过了晾晒，5
亩油菜田错过了播种，损失几千元。水泥路占了他1亩多地，他
不要一分钱补偿。

在驻村扶贫单位帮扶和石象佳等村民努力下，通组水泥路
终于修成了。村民们聚餐“庆功”，用一碗碗自酿的瑶家米酒敬
石象佳老人。老人喝高了，但还是坚持“走一走新路”。冬日暖阳
下，老人在乡亲们簇拥下，一脚高一脚低走在水泥路上……

长沙设立环卫工
因公伤亡救助金

本报1月16日讯（记者 陈永刚）今天，长沙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长沙市环卫职工因公伤亡
救助资金管理办法》，决定设立环卫职工因公伤
亡救助资金。从今年2月8日起，因公伤亡环卫
职工可获得救助金。

环卫工人每天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清扫作
业，危险性相当大。据环卫部门提供的数据，长
沙市每年因车祸、 中暑等意外伤亡的环卫工有
数十人。为切实保障环卫职工合法权益，尽可能
弥补其损失， 长沙市政府决定设立环卫职工因
公伤亡救助资金。 救助资金由市财政局和市城
管执法局设立“双控”账户，实行专户管理，专账
核算。市财政局每年拨付200万元，用于环卫职
工因公死亡、残疾、重伤救助。因公死亡的环卫
职工家属可申请8万元救助金； 因公致残的职
工，十级伤残可申请救助金5000元，伤残程度
每提高一级，救助金标准提高5000元，最高不
超过5万元；因公重伤的职工，依据所用医药费
用给予相应救助，最高不超过3万元。

长沙市城管局负责人解释， 该救助资金将
用于长沙市城区环卫局、 各环卫作业单位从事
环卫作业的职工，包括道路清扫职工、垃圾站和
公厕打扫员、渣土现场监管员、道路和站厕一线
管理员及洒水车、 机扫车、 垃圾运输车驾驶员
等。救助资金与医疗、工伤保险及社会各界救助
不相冲突。

中科院古人类专家
聚焦衡东岭茶

当地发现的亚洲德氏猴是人类最早的远古近亲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谭珍利 周巍）1月

10日至15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倪喜军等4位
科学家，来到衡东县岭茶地区，对人类和猴子的远古近亲“亚洲
德氏猴”化石岩层进行再次挖掘和研究。倪喜军介绍，经过详细
的形态学研究和系统发育分析，明确了亚洲德氏猴是始镜猴类
中最原始的类型，为探索真灵长类动物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衡东，科学家们再次对亚洲德氏猴的生活习性进行了复
原，由此提出了真灵长类共同祖先可能是日行性（在白天活动）
动物的假说，对真灵长类夜行性祖先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

1938年，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杨钟键院士在衡东岭茶
发现我国最早的“衡阳原古马”化石，后经几代地质学家70余年
研究，把岭茶地区的始新统地层在中国区域地层表中定为“岭
茶阶”，生物群定为“岭茶生物群”。“岭茶生物群”中特别引人注
目的是亚洲德氏猴，距今约5500万年。亚洲德氏猴是倪喜军等
3位科学家进行研究后，于2004年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中
国始新世早期真灵长类动物头骨化石》提出并命名的。迄今为
止，世界上只有北美、北欧发现过德氏猴。

岭茶亚洲德氏猴被认为是最早的真灵长类，是人类最早的
远古近亲。真灵长类动物包括狐猴类、懒猴类、眼镜猴类、猿类
及人类，长期以来，因缺乏可靠的真灵长类化石证据，它的起源
一直是困扰科学家的难解之谜。嘴巴缩短，眼睛增大，双目汇
聚———一块出自衡东的真灵长类头骨化石，为人类和猴子找到
了世界上最原始远古近亲。

本报1月16日讯（记者 尹超 通
讯员 易善任 邓道理）“绝美峰墙，天
下无双。”以峰林、峰丛著称的张家
界，其实还拥有峰墙奇观。排排峰墙
高矮参差、 气势恢宏， 令人叹为观
止。 今天， 张家界市在北京发布消
息， 张家界峰墙奇观正式面向全球
旅游市场开放。

张家界峰墙奇观位于武陵源风
景名胜区杨家界， 景区内有相对平

行而立的数十道石墙。 据地质专家
考证， 杨家界峰墙诞生于3.8亿万年
前，由平台、方山切割分化而成，呈
长条状分布， 其延伸方向受构造节
理的控制，侧看成峰，横看成墙，多
数有平顶， 顶上生长有遒劲的武陵
松。著名地质学家“张家界地貌”命
名者之一的陈安泽教授指出， 杨家
界峰墙形成早于天子山、袁家界、黄
石寨景区的峰林、 石柱， 其规模之

大、景色之美为全球绝版，有极高科
学、生态和美学价值。

据介绍， 杨家界景区东连袁家
界， 北邻天子山， 总面积34平方公
里，除了峰墙奇观，还有石柱、古藤、
飞瀑、 五色花等自然美景和乌龙寨
等人文风景。由于山势险峻，交通不
畅，普通游客难以企及，多年来只在
户外驴友中享有盛名， 峰墙奇观多
半处于雪藏状态。

新化115名
特困教师获助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奉立
群）近日，新化县教育局举行“励耕计划”、“润雨
计划”资助金发放仪式，全县115名家庭经济特
别困难的教师每人获助1万元。

“励耕计划”、“润雨计划”是中央财政安排
的专项彩票公益金， 委托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针对中西部地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教师的资助
项目。“励耕计划”的资助对象为小学、初中、普
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教师，重
点资助因遭受自然灾害、 突发事故或重大疾病
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教师， 资助标
准为每人1万元；“润雨计划”的资助对象是家庭
特困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资助
标准为每人1万元。

临武乡村教师
享受特殊补贴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曹
元利）日前，临武县财政拨付243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发放乡村教师特殊补贴。 目前， 全县共有
1800余名乡村教师享受此项补贴。

从去年9月起，临武县实施“乡村在岗教师
特殊补贴”制度。补贴按照“向偏远乡镇、村小、
教学点倾斜”的原则，分为三类十五档，每人每
月60元到560元不等。乡村教师特殊补贴由县财
政全额预算安排，统一发放。该县大冲乡上塘小
学教师郭高贵多年一人坚守一所学校， 他领到
每月560元的特殊补贴后，高兴地说：“政府这么
关心乡村教师，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

长沙评出10位“最美城管人”
本报1月16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杨晗之 聂萍）长沙

市首届“最美城管人”群众评选活动今天正式揭晓，雨花区环卫局
洞井环卫所清扫员王芳等10名基层城管工作人员荣获该称号。

自去年10月起，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在我省城管系统首度开
评“最美城管人”，收到群众投票240余万张，根据得票数、专家
评审意见，最终评选出了10名长沙市首届“最美城管人”。这10
名同志全部来自基层一线。他们当中，有家庭极度困难、却兢兢
业业扫好负责的每一寸马路的“五星级”环卫工王芳，有服务社
区、被誉为城市“管家婆”的社区城管专干魏成粮，有巾帼不让
须眉的全市唯一女中队长唐赪，有特大暴雨期间守候在被冲开
井盖旁的市政工人戴晓金， 此外还有创新型城管执法干部胡
丹、环卫工人张小兰、园林工人庞景红、城管警察郭强、80后“雷
锋式城管干部”李特为和大学生城管队员贺伟毅。

张家界峰墙奇观惊艳开放

安置小区新“气”象
本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白兰 周茜

“火很大，用起来方便，比以前用液化气至少便宜一半。”1
月15日，新接入户的管道天然气和冬天的暖阳一样，让长沙市
天心区青园街道湘园社区青山小区的617户居民心里暖融融
的。

青山小区是一个征地拆迁农民安置小区，这里每户居民普
遍有4套安置房。过去，居民做饭、烧水、洗澡，用的是罐装液化
气或电。早日用上方便实惠的天然气，是小区居民普遍的愿望。
但由于部分居民反对，一直达不到燃气公司要求的75%以上居
民同意安装的要求。

“一户人家4套房子，总安装费将达到7200元，对居民来说
不是小数目。 有的居民觉得燃气管道接在外墙上不利于防盗，
还有人认为工期要半年多，影响正常生活时间太长。”青园街道
工委书记向志武说。通过上门走访，了解到居民的实际顾虑后，
向志武和社区干部一起想办法，提出了针对性解决方案。

在费用上，街道为每套房子补贴200元，使安装费从每套
1800元降到1600元；在管道上缠上铁丝网，让小偷没有可乘之
机；反复和燃气公司协商，把原本半年的工期缩短至3个月。施
工期间，居民有想法，有意见，社区干部随叫随到，耐心解释，快
速解决。还请社区有名的处理“麻纱事”能手“满爹”张庆华领
头，组成服务队，督促工程加快进行。1月15日，617户居民的管
道天然气入户改造全部完成。

记者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