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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多云 22℃～31℃
吉首市 多云转阴 22℃～31℃
岳阳市 多云 24℃～29℃
常德市 多云 24℃～29℃
益阳市 多云 23℃～30℃
怀化市 多云 23℃～33℃

娄底市 多云 23℃～32℃
邵阳市 多云 22℃～32℃
湘潭市 多云 24℃～31℃
株洲市 多云转晴 25℃～32℃
永州市 多云 24℃～32℃
衡阳市 多云 25℃～34℃
郴州市 阵雨转多云 25℃～34℃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星期四２０14年8月28日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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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
北风转南风 2级 23℃～32℃

本报8月27日讯 （陶芳芳 谢璐）长
沙市开福区第十一届“湘江韵律”广场
文化活动暨“我运动·我健康”广场舞总
决赛8月25日完美落幕。 进入决赛的12
个优秀团队以炫彩的服装， 融入桑巴
风、印度风等国际元素的广场舞，演绎
了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大剧。 该活动5
月份启动以来， 吸引了全区2万余人参
与。

广场舞只是该区打造群众文化活
动的一个缩影。 为满足居民精神需求，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开福区为群众搭建
文体娱乐大平台，“湘江韵律”、“百团、
百品、百星评选”、“幸福社区节”等特色
活动渐成该区群文活动精品。 今年，该
区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抓
手，结合精美城区建设，将广场文化打
造成为全区群众性文化活动的主要阵
地。

为持续有效地推动群众文化活动
的开展，近年来，开福区不断加大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力度。一方面，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城乡统筹的区、街（镇）、
社区（村）三级文化设施网络，并初步形
成了以文化专干为主力，文化志愿者和
文化辅导员为重要支撑的基层文化队
伍；另一方面，扶持发展群众业余文艺
团队， 全区群众业余文艺团队由
2004年的4支发展壮大到现在的
150支，形成“一街一品、社区有活
动、村村有队伍”的群众文化新格
局。

作为此次广场舞比赛中年纪

最大的参与者，该区新河街道幸福桥社
区78岁的吴冬秀老人乐呵呵地对记者
说：“多跳舞，身体好！”而今，烈士公园
早已不是市民活动的唯一选择，该区城
乡处处都绽放着群众文化之花！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黄松柏 黄敬波）当长乐镇陈范兴
带着汨罗“长乐抬阁故事会”表演队，在
北京延庆汇演载誉归来之时，屈子祠镇
许桂生正好将13艘按“民间龙舟打造技
艺” 制作的龙舟从汨罗发往巴彦淖尔
市， 完成内蒙古历史上首次“南舟北
移”。最近，这两位“非遗”传承人在汨罗
市委宣传部会面时感慨：保护传承好了
本土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能闯出一
个崭新文化的市场！

汨罗是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十强县。 为保护和传承好龙舟竞渡、长
乐抬阁故事会等独有资源， 该市成立
“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领导小组，设立
“非遗”保护中心和专家评审委员会，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大力普查申遗。每年
对专业文化工作者、项目传习人、基层
文化骨干等开展培训，建立传承谱系。

该市加大“非遗”保护项目的建设
和交流。通过财政列支、项目申报等方
式，投入数亿元建成了汨罗江国际龙舟

竞渡中心、拦河大坝等工程；筹建了长
乐故事会博物馆和民俗馆、九子龙民间
龙舟打造技艺传习所，启动屈子文化园
等重大项目建设。先后与秭归、香港、西
贡等地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连续成功
举办10届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节；与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联合举办“我们的节
日·端午节” 主题文化活动， 实地拍摄
2010年中华长歌行，牢固奠定汨罗“中
国龙舟名城”、“端午源头、龙舟故里”的
地位。组织长乐故事会、民间龙舟打造

技艺参与九艺节、 首届中国农民艺术
节、韩国江陵“端午祭”等活动，扩大汨
罗“非遗”项目的影响力。

如今，“汨罗江畔端午习俗” 被纳
入“中国·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长乐抬阁故事会”
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屈原传说 ”、
“屈子祠祭典” 列入了省级保护名录。
汨罗先后获评“中华诗词之乡”、“中
国龙舟名城”，长乐镇获评“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

盛装喜迎旅游节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杨坚 焦海

忠)秋天的崀山，分外美丽。至8月26日，景区游客服务中心、
生态停车场项目竣工验收；八角寨索道安装调试完毕，正在
接受国家索检中心检测；四大核心景区的停车场、公厕、标识
标牌等配套设施全面建成……崀山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旅
游节的到来。

“2014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开幕式定于9月16日在
世界自然遗产地崀山举行。新宁县委、县政府以举办旅游节
为契机，结合崀山创建国家5A级旅游区，打响了继崀山申遗
后又一次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对景区道路进行了改造
升级，对核心景区的配套设施进行了扩建，对景区北大门实
施整体修缮和全面亮化工程，改造了崀山地质博物馆，开展
了城区和景区环境综合整治。旅游节重点接待酒店宏基华天
大酒店正在加紧施工，试营业在即。

同时，新宁县为本届旅游节策划、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 具体包括开幕式主体活动及景区10日免费游、“微观崀
山，博行天下”———中国崀山首届微媒体大晒、中国自驾游联
盟首行崀山、2014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湘西南文化旅
游商品博览会暨中国崀山天彩文化小镇开业仪式、湖南旅游
产业博览会、 湖南旅游推介会等7个子活动。 整个旅游节期
间，安排了民本务实的旅游惠民活动。既有传统的湖南非物
质文化遗产臻品展示，也有形式新颖、受众广泛的网络互动；
既有旅游节庆，也有经贸商洽。

招募“湿地使者”
守护省城“绿肺”

本报8月27日讯（陶芳芳 肖双成）城市湿地是城市的“绿
肺”。记者今天从长沙洋湖湿地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获悉，今起至
9月5日，洋湖湿地景区将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湿地使者”，协助
景区开展湿地科普、生态保护、环境检测等志愿活动，共同守护
长沙“绿肺”。

据悉，洋湖湿地是中南地区最大的城市湿地，通过重新构
建湿地生态及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打造了一个集湿地群落观
赏、生态科普、两型理念宣传为一体的特色湿地。目前，洋湖湿
地已汇集了1300多种植物及400多种鸟类、亚热带动物、水生
动物及昆虫，形成了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招募到的“湿地使者”在统一培训和考核后，将通过湿地科
普馆、科普小径、零碳馆向游客介绍科普知识，同时开展湿地动
植物观察、观测，搜集整理生物生态习性等，宣传和推广湿地文
化。市民可通过洋湖湿地官网（www.yhsdgy.com）获得相关报
名方式。

铁腕整治旅游秩序

8名假导游被拘留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尹超 通讯员 吴勇兵 唐纯礼 )

近一周时间，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组织旅游、公安、工商等多个
部门联合行动，对追客赶客、持假证提供导游服务等现象，集
中进行打击。 截至8月26日，8名假导游受到经济处罚和行政
拘留。

进入暑期，武陵源旅游更加火爆。为进一步规范旅游秩
序，让游客“平安满意在张家界”。该区结合正在开展的“有问
必答、有难必帮、有诉必果”服务游客“三必须”活动，对自驾
自助游散客所遇到的追客赶客、“野马”导游等现象，以及游
客担心的无证经营、色情敲诈等违法行为，展开了专项整治。
执法人员采取定点检查、流动暗查、接受群众举报等方式，快
速调查取证，集中时间和力量全面出击，整治效果十分明显。
对此，广大游客表示满意。

实施“一号重点工程”保护湘江

衡南关闭拆除
7家重点污染企业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谭顺之 阳新）

今天，记者来到位于湘江河畔的衡阳市鼎力铅业有限公司，
看见技术人员和工人正在安装新的旋风收尘器， 以对扬尘
作净化处理。公司总经理杨丽告诉记者，去年公司因“三废”
排放不达标，被衡南县政府列入“黑名单”。今年，县政府实
施“一号重点工程”保护湘江，公司投资600多万元治理“三
废”，新建循环蓄水池、废渣堆放场，并改进水膜除尘工艺，
争取“三废”达标排放。

位于湘江河畔的衡南县松江镇，曾是铅锌企业集聚地，规
模最大时共有大小企业10多家。 这些企业环保指标均达不到
要求，不同程度污染了湘江。今年，衡南县委、县政府实施保护
湘江的“一号重点工程”，对松江镇及其他地方的排污企业共
692家，进行环境隐患大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企业整改达
标后方能复产。对产能落后和整改不达标企业，一律关闭或拆
除。同时，对松江工业小区重金属污染及原洲市乡含砷废渣污
染进行综合治理，使企业重金属和含砷废渣实现“零排放”。

衡南县环保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一号重点工程” 实施
以来，全县已关闭拆除7家重点污染企业。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刘伟 金慧）近日，长沙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来到岳麓区黄
鹤小区后湖区域，对上周突击检查的8
家网吧经营情况进行了复查。

后湖位置相对较偏，网吧比较隐蔽，
难以发现。在上周的检查中，执法人员发
现，8家网吧有1家接纳未成年人，2家未

对消费者进行有效证件登记， 执法人员
当即对违规网吧进行了处罚并责令其整
改。从今天的复查情况来看，整改比较到
位，没有发现有违规现象。

连日来，长沙开展“阳光暑假”网吧
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打击网吧违规接纳
未成年人上网和不按实名登记等问题。
长沙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对长沙主城

区、城郊结合部、中小学校园周边等重点
区域，进行拉网式反复检查；突出重点时
段和重点地区，实行错时执法制，在容易
出现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现象的中午（11：
00-14：00）、下午（17：00-21：00）以及
周末3个时段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查处的
违规网吧顶格处罚， 并将其列为重点监
管对象；严重违规或屡次违规的，协调电
信部门断网。

截至目前， 执法人员共检查网吧
6200余家次， 立案查处违规经营网吧
174家，违规经营现象大幅下降。

彭金辉 徐亚平

“妈妈，感谢您这么多年来对我不
离不弃， 感谢您在这么热的天来戒毒
所看我！”

8月23日下午，岳阳市强制隔离戒
毒所探访室里， 戒毒人员小峰眼含热
泪， 对前来探访的妈妈一连说了好几
个“感谢”。

8月份以来，岳阳市强制戒毒所在
戒毒人员中开展“感恩亲人， 感恩社
会”的感恩教育活动，要求戒毒人员都
学会唱《感恩的心》；在见到来探访自
己的亲友时要说出“感谢”的话语；参
加全所“感恩”主题征文；在中秋节前
给亲人写一封感恩的信。

活动开展以来， 来所探望的亲友
们听得最多的就是“感谢”这个词。

“我的孩子在广东打工期间染上
毒瘾，已经是第二次被送强制戒毒了。
朋友都不愿理他， 儿媳也于年初不辞
而别， 就我一个人在家带着3岁的孙
子，真难！”小峰的妈妈对民警说，“今
天第一次听到孩子对我说‘谢谢’，我
很欣慰。谢谢民警们的耐心教育。”

8月中旬以来，民警已为戒毒人员
代发“感恩信”130余封，收到主题征文
来稿31篇。

该所教育科长熊灿辉称：“在戒毒
人员中开展感恩教育， 目的在于唤醒
他们被毒品麻醉已久的心灵， 唤醒他
们内心深处封闭的情感， 让他们懂得
感恩亲人和社会，早日摆脱毒品。”

群众文化之花绽放

非遗文化薪火相传

8月27日，嘉禾县田心镇15个村（社区）党支
部的600多名党员开展集中民主评议。 新老党员
直面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黄春涛 李水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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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强制戒毒所“攻心为上”，
学员给亲人们写去———

130封感恩信

长沙查处174家违规网吧

本报8月27日讯 （通讯员 阳小龙
杨霞 记者 蒋剑平 戴勤）8月25日，隆
回县三阁司镇安乐村， 举行千亩土地
流转招商签约仪式， 引进广东韶关浈
江徐记花木场投资5000万元建设生态

农林基地。
7月1日起， 该镇先后在全国各大

招商网站对项目进行招商宣传， 吸引
省内外一些企业报名。 经专家评审和
招商谈判， 最后确定浈江徐记花木场

为投资方。据悉,生态农林基地将开发
特色名贵花卉苗木基地600亩、有机农
业种植基地200亩、农业生态旅游基地
200亩，建成后可解决当地农村劳动力
就业近300人。

三阁司镇引资5000万建生态农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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