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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市州
新闻

张家界 多云转阵雨 20℃～26℃
吉首市 阴 19℃～25℃
岳阳市 多云 20℃～25℃
常德市 阴 17℃～25℃
益阳市 多云 21℃～25℃
怀化市 阴 20℃～24℃

娄底市 阴 21℃～24℃
邵阳市 阴 20℃～25℃
湘潭市 阴 20℃～25℃
株洲市 阴转多云 20℃～25℃
永州市 多云 21℃～28℃
衡阳市 多云 21℃～26℃
郴州市 阴转多云 22℃～26℃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短时小雨，明天阴天
北风 3级 20℃～23℃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星期二２０14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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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雷国荣 刘洋）近日，麻阳苗族
自治县城管、工商、公安等部门联合执
法，拆除了县城南市场入口路段两旁占
道经营的40余个铺面。站在修整一新的
市场路口，前来买菜的居民王安丽高兴
地告诉督查人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
我们很满意。” 在走访周围社区群众并
均得到“满意”票后，县督查人员将“城

南市场占道经营”治理项目销了号。
为整治“四风”突出问题，麻阳坚持开

门整改抓落实，大力推进作风建设，注重
群众评判和群众监督，以整改的实际成效
来服务群众。针对查摆出的利用婚丧喜庆
等事宜借机敛财、乡镇干部“走读”、惠民
政策落实走样缩水、“乱收费、 乱罚款、乱
摊派”等45项“四风”突出问题，该县采取
项目化推进、销号式管理的办法进行专项

治理， 将这些问题列为45个专项治理项
目， 每个项目由县级领导按分工进行认
领，一个项目配套一个工作组，一杆子抓
到底。各项目所涉部门、单位按既定方案
有序推进、限时完成，实行一周一通报，一
项目一验收。并将整改完成情况及时向社
会公示，群众满意才能“销号”，不满意的
必须“回炉”，力求真改、实改、快改。

麻阳还掀起“效能风暴”，并大力开展

“正风肃纪”行动，向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以及“干部病”、“机关病”等“四风”顽疾开
刀。目前，已解决群众实际困难850余个，
清理腾退超标办公用房1683平方米，减少
行政许可项目113项， 清退各类涉农乱收
费107.9万元， 查处城乡低保错保21户54
人， 新增城乡低保1537人；18名干部因违
反工作纪律受到组织处理，其中1名局长、
1名副局长和5名股所长被免职。

本报 9月 29日讯 （记者 陈鸿飞
朱章安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我看
了衡阳县官方微信‘舌尖蒸阳’中介绍的
当地美食糄粑、‘假羊肉’、茡荠、唆螺等，
食兴大发。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全家到衡
阳县旅游品尝美食去……”近日，家住广
东韶关的吕先生在衡阳县官方微信“衡
阳县宣传”留言。衡阳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贺畅告诉记者， 该县官方微信平台自
今年5月开通以来，广受关注，点击数在
10万人次以上，转发达3万多条次。

近年来，衡阳县在推进宣传思想工

作过程中，创新模式，因地制宜注入现
代时尚元素， 春风化雨增强宣传效果。
县委宣传部依仗新媒体， 运用沙画、微
电影、微信、手机报等多种形式进行宣
传，对内传播正能量，向外树立新形象。
前不久，该县在“全国文明县城”创建活
动中， 为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策
划制作了大型沙画《文明之光》，生动直
观地表现了该县自1996年开展“学习张
家港”活动以来，在创建文明县城道路
上走过的风雨历程。 沙画一经推出，即
被网民在网上和手机上大量转载。县里

还组织人员， 每天拍摄大量视频资料，
整理后在县电视台“示范问效”专栏播
出，对文明创建中出现的不文明现象进
行曝光。县里每周六召开交办会，把不
文明现象交给相关责任单位限期整改。

为美化县城、提高居民整体素质，
衡阳县还在县城部分繁华路段、 在建
工地推出“文化墙”，以漫画形式将
文明习惯、文明用语等，图文并茂地
展现在墙上，为树立文明意识、改变
不良陋习营造良好环境。同时，利用
户外频道、商铺LED显示屏等，宣传

社会新风尚。 市民自编自导自演的微
电影《蒸爱无声》推出后，也引起大家
关注，微信、QQ、微博等自媒体广泛转
载，户外频道反复播出，产生了很好效
果。县环卫处处长欧鲁生告诉记者，今
年来县城垃圾清扫量比以往减少20%
以上。

宜章纪念邓中夏诞辰120周年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刘从武 ）

9月29日上午，宜章县各界代表聚集中夏广场，举行向邓中夏铜
像敬献花篮暨烈士公祭仪式，纪念邓中夏诞辰120周年。

邓中夏(1894-1933)，宜章县近城团邓家湾村（今属五岭乡）
人，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杰出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1919
年参加组织领导“五四”运动，是北京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
1920年9月， 邓中夏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北
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中共一大筹备工作。他组织策划和领
导了长辛店、开滦煤矿、上海日本纱厂、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9月21
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9岁。

此次纪念活动中，邓中夏亲属及省总工会、省委党史研究
室、江苏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等代表，与当地各界代表
等共500多人参加。

据了解， 为纪念邓中夏诞辰120周年， 宜章县对邓中夏故
居、中夏公园进行了修复。从今年9月初以来，宜章县还举行了
纪念邓中夏诞辰120周年事迹宣传展、《中夏故里·美丽宜章》职
工摄影作品展、邓中夏诞辰120周年老干部书画展等活动。

常德茶叶家族添新丁

“桃花源红茶”首单销售1.8亿元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李寒露）9月29日，来自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省茶业协会、省茶叶研究所、湖
南农业大学的21名专家学者， 以及全省各地176家
茶馆老板和品牌茶叶经销商， 齐聚常德白马湖畔，
共同品鉴常德茶叶家族新成员———桃花源红茶。活
动现场，还举行了桃花源红茶首单销售1.8亿元的签
约仪式。

品鉴会上，大家对“桃花源红茶”的优良品质给
予充分肯定， 认为它是传统精制方法和现代加工工
艺完美结合的产物，具有广阔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衡阳举办专题培训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陈鸿飞）今天上午，衡阳市举办“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专题培训，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亿龙作了题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体会》的辅导报告。培训
采取“主会场现场培训、分会场电视直播”方式进行，主会场设衡
阳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在7县市和南岳区设分会场。

李亿龙在报告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
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
和优势。我们时刻不可偏离这一制度，一旦偏离，中国的改革和
现代化建设必然走上邪路、老路和不归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王茜 曹辉

9月27日上午， 趁着周六休息，记
者随湘潭县青山桥镇计生办主任赵红
球从上方村出发， 匆匆赶往十里开外
的金狮村双江组，一起去看望他的“干
爹”———肖德阳。 他的摩托车后座被2
袋米、1壶油、1床棉被和一大袋菜塞得
满满的。

肖爹爹知道赵红球要来，早早地就
站在门口等。远远看到赵红球，连忙小
跑着迎了上来， 满面笑容，“红伢子，你
来哒啊，今天到这里吃完中饭再走！”

看着这和谐的一幕， 任谁都想不
到他们“认亲”才4个多月。

今年5月，青山桥镇成立“关爱失
独家庭”志愿者服务队，15名镇、村干
部成为首批志愿者， 走进5户失独家
庭，与他们结干亲。

除了从精神层面帮助失独老人安
度晚年， 湘潭县政府为失独家庭提供

每人每月300元补助，青山桥镇政府每
年为每个家庭提供3000元基本生活
经费，免费开展医疗保健、卫生、家电
维修、家政、代购用品、代办手续等服
务， 从物质层面保证失独老人老有所
养。

肖德阳的独生儿子几年前因病去
世， 老伴也承受不住丧子之痛随后离
家出走，他成了“孤寡人”。这是肖爹爹
无法承受之痛， 每每看到别人一家团
圆和美，他会敏感地心痛很久，后来他
干脆闭门不出，连亲友也不走动了。

赵红球是志愿者服务队的发起
人， 肖爹爹悲戚的生活一直深深地刺
痛着他，让他兴起了“认亲”的想法。

赵红球经常和肖爹爹拉家常，帮
他做家务，陪他吃团圆饭，让冷清的家
慢慢地温馨了起来。 赵红球的坚持打
动了肖爹爹，最终认下了这个干儿子。
赵红球虽然工作忙碌，但只要有时间，
就会尽量抽空去看望“干爹”。

9月28日晚，长沙市开福区湘江风光带风帆广场，空竹爱好者在表演空竹《龙舞中华》。本报记者 田超 摄

浏阳蕉溪人在外不犯难

电话、QQ均可办好准生证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刘涛）今

天， 在广东工作的浏阳市蕉溪乡水源村人李某，从
QQ上联系了村委会计生工作人员，通过网络传送证
明资料，乡计生办迅速给她审批好一孩生育服务证，
感到十分开心。作为一个流出人口上万人的乡镇，蕉
溪乡通过创新计生手段赢得外出人员的心。

蕉溪乡搭建了流出人口QQ联系群和手机飞信
工作群等网络信息平台，还开通了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咨询服务热线，保证24小时有人接听，提供业务
咨询和处理。在蕉溪，凡是准备生宝宝自己又不在
老家的夫妇都知道，一个电话、一个QQ号码就可以
解决好办理准生证的问题，干部会根据政策要求办
好送上门。

该乡还推出“六个一”管理服务新模式，即通过
填写一份外出登记表、 落实一项外出长效措施、签
订一份外出管理合同、明确一位成建制外出队伍联
系人、明确一名村级对外出人员实行分类管理责任
人、设置一个外出已婚育妇档案本，综合掌握流出
人员的婚育情况、务工情况及相关信息，为流出人
口落实孕检、咨询、绝育避孕等政策措施。

宣传思想工作春风化雨

本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邱向明 邹舒

新化山民伍石高， 名副其实，
是个“高人”，依据有三：名叫伍石
高，住家地势高，养家手艺高。

新化古台山主峰海拔 1512
米，他家就在主峰下，日复一日，他
在这里喂黄蛤蟆、土蜜蜂。

秋风起，黄蛤蟆回家
每年农历八月下旬， 秋风起，

伍石高就忙碌起来了。
山坡上，有4丘不大的田，他家

有半亩。稻田种得很稀，这里是高
寒区，亩产就几百斤。

产量高与不高， 伍石高无所
谓。他看好的是黄蛤蟆，这种山区
特有之物，可用来做中药原材料。

“去年产了100公斤黄蛤蟆，
今年看可以产110公斤不？” 伍石
高在光溜溜的田坎边， 扒开稻苗，

“现在还要等一下，不能够抓，晚上
用手电筒抓蛤蟆更好……”

伍石高是2009年初春开始养
黄蛤蟆的。古台山山系，包括周边
的天门乡等地，稻田和水潭，以及
漫山遍野的树木，都是生长黄蛤蟆
的好条件。

黄蛤蟆有灵性，春天从这丘田
出去，到外面生长、产卵，秋天会回
到这丘田来。虽然山无遮拦，田无
围挡，但伍石高不怕黄蛤蟆跑掉。

今年，伍石高估计，卖黄蛤蟆
可收入15000元。

家学渊源养蜜蜂
伍家屋顶是用杉树皮盖的，木

板屋，四周泉水叮当，松风阵阵，他
喂了近40只鸡，晚上不上锁，好一
个世外桃源。

伍家四周，有许多的石洞和高
石板，都是他的天然养蜂场，他是
散养的。

古台山林场一年四季有花，溪
流众多，造就了养黄蛤蟆、养蜜蜂
好环境。 现在伍石高养了30多箱
蜜蜂。他家养蜂，有100多年历史
了，养蜂是家学渊源。

伍石高今年可以产100公斤左右
蜂蜜，可卖3万元左右。因为是高山寒
冷区，还要给蜜蜂留蜜度冬，一年只能
取一次蜜。一般是立冬时开始取蜜。

随着新化乡村旅游的时兴，古
台山顶的伍家开始热闹了。 他预
计，国庆假期，买黄蛤蟆、蜂蜜的人
会越来越多，他早早做了准备。

长沙首批独生子女父母领到奖励金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王晗） 今天一早， 长沙市雨花区

侯家塘社区的苏老爹， 高兴地从区计生局领导手中接过一本存
有计生奖励金的存折。 这是雨花区率先在长沙市向区内符合条
件的独生子女父母发放的第一笔计生奖励金。 当天， 雨花区首
批共向侯家塘街道19名独生子女父母发放奖励金53250元。

9月17日， 我省正式出台了 《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
励制度政策解释及操作办法》。 为了让该项民生工作尽快惠及
群众， 雨花区迅速成立领导组织机构， 召集计生、 财政、 人
社、 公安等部门和街道通力协作， 确保摸底审核、 参保情况、
资金拨付等环节顺畅有序。

雨花区计生局局长周宏伟介绍，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 社区工
作人员将主动上门办理， 提高了工作效率， 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高人伍石高
岳阳举办大型晚会庆国庆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孟日清）今

晚8时，岳阳市文化艺术会展中心大剧场内，岳阳市委、市政府
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文艺晚会，在激情昂扬
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大合唱《歌唱祖国》等精彩纷呈的节目,将
晚会一次次推向高潮。该市全体市级领导与劳动模范、道德模
范、优秀教师、残疾人、农民等特殊群体代表等共同观看了晚会。

双峰书画艺术品
年交易额达2000万元

本报9月29日讯（通讯员 王玖华 贺伟志 贺乐安 陈薇）近
日， 来自中国书画家协会的会员专程为娄底双峰县梓门桥镇的
66名农民书法爱好者的作品给予点评， 并开展了书法讲座。连
日来，双峰县各乡镇相继举办书画比赛等活动，喜迎国庆。近年
来，双峰县委、县政府确立了“在人文资源密集地区率先建设文
化强县”的战略目标，全县书画文化艺术创作风生水起。目前，双
峰县已拥有各类书画家协会会员近1000人，书画经营企业达20
多家，书画艺术品年交易额达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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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基层

肖爹爹“认亲”

涟源育龄夫妇家门口
做免费优生检查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旷庆贤
张治国）“真没想到，没花一分钱就在家门口做了免
费优生检查，服务站的同志十分热心，真是又省钱、
又省心。”近日，来自涟源市七星街镇仙洞村的龚炯
明李敏芝夫妇，在镇里进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后对记者说。

据介绍， 下乡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内
容包括B超、肝功能检查、妇科、男科、优生遗传监测
等内容。检查后，工作人员视不同检查结果对人员
进行分类，对孕前保健、孕期注意事项、母婴保健等
知识进行重点讲解； 对存在特殊症状的待孕夫妇，
积极联系医生指导、加强每月随访，为他们提供科
学的优生预防措施。 去年以来，涟源市将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当作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为
方便每一对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就近检查，市计生
服务站与乡镇计生办协调，送孕前优生各项健康检
查和孕前优生指导服务下乡。截至目前，全市20个
乡镇，每年至少下乡服务两次。据了解，涟源市先后
投入专项经费105万元， 为计生服务站配备了免疫
发光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彩超等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相关设备。累计发放预防出生缺陷的科普知识
及优生优育等知识宣传册5万余份，已为近3万名待
孕夫妇提供在家门口免费孕前优生检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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