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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2日讯 （记者 邹仪
唐善理 通讯员 艾志飞）永州市委、市
政府日前发文， 赋予普通高中学校招
生自主权、经费使用权、教师选聘权等
多项权限， 为加快推进高中教育再度
发力。 永州市委确定“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不断出台政策措施，出实招下猛
力，推动了全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近年来，永州市坚持“一把手”抓
教育，挤出资金投放到教育事业，掀起
了新一轮尊师重教的热潮。 永州市委

书记陈文浩， 上任不到半年，6次就教
育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市委副书记、市
长向曙光， 上任不久就主持召开市政
府常务会， 专题研究加快永州高中教
育发展有关问题。 该市先后出台了建
设教育强市的决定和加快推进教育强
市建设的实施意见， 把教育当作最大
的民生， 做到规划、 投入和待遇等优
先。 该市切实改善教师生活条件,建成
教师周转房近8000套。 对长期在农村
基层和艰苦边远山区工作的教师发放

特殊津补贴， 对骨干教师、 学科带头
人、名师给予经费补助。允许高中学校
在核定编制内自主引进和招聘教师，
校长在管理权限内自主任免干部、调
整岗位、考核奖励教师。

江华、零陵、冷水滩、祁阳等县区，
党政“一把手”都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
工作重点， 像抓经济跑项目一样抓教
育，在经费安排、人员配备、政策配套等
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在重要节日，市县
区领导都要走访一线教师，慰问困难教

师，为特困家庭教师解难。 新田县重奖
十佳名师，每人奖励1万元，大力宣传优
秀教师典型。 永州上上下下形成了党政
重教、部门支教、全民兴教的良好氛围。

5年来，全市教育项目建设累计投
资45亿元，建成合格学校433所，覆盖
全市80%以上的学生， 新增城区义务
教育学位4.5万个。 永州市在全省教育
为民办实事考评中曾名列第一； 学生
安全工作、综合治理工作连续4年被省
里评为满分。

湖南日报2月22日讯 （记者 周勇
军 李寒露 通讯员 李进 饶晔）“我们
用上了清洁的自来水， 再也不用喝压
把井里的浑水了。 ”近日，汉寿县新兴
乡军刘集中供水厂建成， 高凡村等周
边6个村1500多户村民用上了自来
水，村民彭得保拧开龙头，捧起清澈的
自来水赞不绝口。

地处洞庭湖水乡的汉寿县也存在
饮水安全问题，不少人对此不理解。 去
年初， 县委书记谭本仲进村入户走访

时，发现一些村民饮水成问题。 后经详
细调查，全县山丘区乡镇共有80多个村
存在资源性缺水， 还有140多个平湖区
村组饮用的浅层地下水没达到饮用水
标准。 于是，县委、县政府决定，2年内让
全县老百姓都饮上清洁卫生水。随后采
用“3+X”模式解决饮水问题，即分批建
设县城区地表水厂等3个大型集中供水
厂和500多个分散供水工程。 目前已投
资3亿元， 一大批供水设施相继建成运
行，解决了30多万城乡居民饮水问题。

这是去年来，汉寿县以问题导向解
民忧的一例。 去年，该县党员干部走村
入户收集群众意见并归纳整理，定下当
年要办的10件民生实事， 包括饮水安
全、乡村交通会战、卫生教育攻坚、美丽
乡村建设、完美社区建设、农村电网改
造、村级活动场所建设、乡镇文化阵地
建设、乡镇敬老院建设、困难群众救助
等。全县开展“集中解民难、打好攻坚战”
活动，掀起大排民忧、大解民难热潮。

汉寿县委每月对每件实事进展情

况进行督查，并定期向社会通报。去年
10件实事已全部兑现。 其中，投资6.5
亿元，改造农村危桥7座、硬化农村公
路75公里、拉通“断头路”100公里，并
基本完成了军汉公路49公里路基建
设； 投资8900万元， 改造17所薄弱学
校， 为22所学校配置床铺及餐桌椅
1.36万套， 建设教师公租房2.6万平方
米；投资8400万元，改造64所乡镇卫
生院和村级卫生室；改造棚户区、农村
危房2400多户等。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罗文鹏

“对月形单望相互， 只羡鸳鸯不羡仙”。
千百年来，鸳鸯一直是纯洁爱情的化身，它们经

常出双入对，在水面上相亲相爱，悠闲自得，风韵迷
人，羡煞人。 但对很多人来说，鸳鸯的形象还停留在
唯美的诗词中，现实中很难觅得它们的芳踪。

2月中旬， 衡东的摄影爱好者们有了重大发现。
在衡东县杨林镇的洣水河段， 发现一大批野生鸳鸯

停驻在河边的陡岸下过冬， 他们近距离拍摄了很多
漂亮的“大片”。 2月17日， 记者慕名来到杨林镇洣
水河段， 寻觅野生鸳鸯的身影。 下午4时左右， 有
几只嘴红色， 脚橙黄色， 羽色鲜艳而华丽， 头具艳
丽冠羽的野生鸳鸯映入记者的眼帘。

同行的衡东摄影爱好者赵贵雄告诉记者， 去年
11月份， 他在洣水河边拍鸟时， 听渔民说， “前一
年河里来了一大群体型很大的红冠子鸟。” 于是，
赵贵雄在杨林镇境内的洣水潭江口段第一次拍到了
野生鸳鸯。 当地群众告诉他， 鸳鸯是前年飞来衡东
县洣水岸边的， 最多时超过100只。 它们每年10月
份飞来， 到第二年3月份离开。

今年1月中旬， 赵贵雄带领摄友一同去拍野生

鸳鸯。 当天下午， 待洣水河面上的雾渐渐散去， 他
们租赁一条渡船接近鸳鸯的栖息地。 镜头离鸳鸯群
落的最远距离是50米， 他们让船熄火， 安静地一步
步接近， 离鸳鸯最近时只有20米。 “乍一看到这精
灵， 心里很震撼！” 赵贵雄近距离拍下了一张张高
清照片， 鸳鸯们的表情非常自然。

在赵贵雄的镜头中，鸳鸯出双入对，是大自然美
丽的舞者。 只见它们时而追逐戏水，时而挥舞羽翅，
引颈击水，激起晶莹的水珠；时而跃身而起，比翼双
飞，这画面实在是惊艳，令摄影爱好者激动不已。

当一群鸳鸯跃出水面，展翅高飞，那气势也如雁
阵一般的雄姿勃发。不同的是，鸳鸯双翅展开在空中
摆出柔美的弧度，更多了一份美感。 (下转4版)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梁泽拾

2月21日， 大年初三， 辰溪县
黄溪口镇芙蓉村年过七旬的米长
先、 米长达兄弟和堂兄弟米长计，
吃过早饭后， 在米长达的堂屋里，
围着火塘， 叽叽喳喳“晒” 起了
暖心事。

“现在党和国家政策好， 去
年在镇卫生院住了4次， 花了1万
多块， 自己仅拿出了1000块出
头。” 75岁的米长计抢先开了腔：
“要不是有新农合， 1万多块自己
扛不起呢！”

“吃水这个问题解决了， 可
帮了我的大忙。” 米长计的话刚
落， 老大米长先接过了话头。

芙蓉村先前饮水困难， 2002
年虽然建了人饮工程， 但水只能
吃大半年， 到了枯水季节依然没
有水， 要到1公里外的水井挑， 去
迟了还没有。

这可苦了儿女都在外务工的
村民米长先。 75岁的他视力极差，
腰也驼了， 每天挑水成了最恼火
的事情。 2013年辰溪县财政投入
200多万元建设了人饮工程， 彻
底解决了困扰村民的喝水难题。

拧开水龙头， 清冽的自来水
喷涌而出， 老米乐开了花。 通水

那天， 他专门燃放了一串鞭炮庆
祝。

“党和政府真是好啊！ 种田
不交税， 还有补贴； 小孩读书不
要钱， 免费吃中饭……” 74岁的
米长达年纪最小， 家庭经济也最
困难， 谈起暖心事， 掰起手指娓
娓道来： “老两口养老金和低保
金一个月有600多元， 生活够用
了。”

“从今年1月开始， 我老伴每
月还有50元的护理金， 年前每个
享受低保人员还发了180元慰问
金， 我到村里的机子上 （农行pos
机） 取， 太让人高兴了！” 米长达
激动地说。 他妻子是聋哑人， 为
二级残疾人。 从2015年起， 辰溪
县财政为全县一、 二级残疾人每
人每月发放护理补贴50元。

“今年县里将出资6万块整修
村里的黄泥嘴水井， 在井上专门
建个亭子， 政府办实事办到我们
心坎上了。”

“县里还将出钱为村里建个
休闲中心， 装篮球架、 健身器材，
让咱农民也像城里人一样， 老有
所乐。”

……
火塘的火越烧越旺， 映红了3

张笑脸， 兄弟越聊心越暖， 越策
越开心。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过年啦！ 不用找零了！”
“这哪使得， 这是找您的零

钱！”
2月18日， 农历大年三十， 汨

罗市新市镇老街街口， 新市理发
店的2位老师傅彭正新和张立国仍
在忙碌， 理发大人12元、 小孩8元
一次。

“彭老和张老的人品好， 手
艺好， 我可是老客户了。” 姚春贵
是从10公里外的平江县伍市镇赶
过来的。 彭老白发苍苍、 上了年
纪， 可手脚十分麻利， 剪， 洗，
吹， 刮脸， 掏耳朵……各道工序
毫不含糊， 足足花了近40分钟。

一旁等候的五六位， 都是上
了年纪的中老年男士， 他们不紧
不慢抽着烟， 谈论2位老师傅好手
艺。 姚春贵赞道： “剪子干净利
落， 声音清脆好听， 手法细腻老
道， 理发在二老手上成了一种艺
术。” 老杨说： “一次偶尔出差在
别的理发店， 感觉理发师和彭老
的手法差不多， 一问还真是找老
师傅学的艺呢！”

彭老今年69岁，1961年开始
在新市理发店理发， 一干就是54
年。 张老也已64岁，10岁在此学
艺， 曾外出闯荡，10多年前还是选
择与彭老一起干。 彭老边忙边回
忆：“新市理发店已有近100年历
史了，从上世纪初的私营，到新中
国成立后的国营，再到后来的下岗
转承包经营，理发店几经变迁。 ”张
老接过话茬说：“始终没变的，是童
叟无欺，永远实在。 ”

“收入应该不错吧？” 记者
问。 “我们不喜欢搞花样， 所以
也赶不上潮流， 特别是留不住女
顾客， 每月收入不到2000元， 有
时比不上生意好的美容美发店一
天的收入。” 张老语重心长地说，

“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穷， 老百姓
没饭吃饿死人， 是理发这个职业
救了我。 现在国家富强， 日子好
过， 虽然收入不高， 但可混生活，
还是对理发有感情。”

谈起谁来传承技艺， 张老感
慨：“人有赶时髦的， 也有怀旧的，
各取所需吧。 但是我想，敬业诚信
走正道，顾客点头说声好，回头再
来这是宝，手艺实在传万年！ ”

湖南日报2月22日讯（记者 邹
仪 通讯员 骆力军 单明海 ) 2月
19日早晨7时许， 宁远县泠江农贸
市场几个蔬菜摊位老板开着一台
农用车，来到仁和镇社福山村菜农
江资兴的菜地里，轻车熟路采摘蔬
菜。

“我们今天是特意来采购这里
的无公害蔬菜的，这两天蔬菜价格
好啊， 现在老百姓手里有钱了，谁
也不喜欢天天吃大鱼大肉。过年吃
点新鲜蔬菜，清凉又爽口，这也是
菜价上涨的原因。 ”今年52岁的张
思军高兴地对笔者说。

社福山村是远近闻名的蔬菜
村，上世纪80年代初，村民充分利
用灌溉优势， 开始大面积种植蔬
菜，田里头季种烤烟，烤烟采摘后
插晚稻，晚稻收割后又种蔬菜。 往
年由于使用化肥、农药过多，菜不
好卖，价钱也低。近年来，他们改变

传统的种植模式，主打无公害特色
农业，菜农收入颇丰。

江资兴的菜地里种有芹菜、菠
菜等时鲜蔬菜， 施的都是农家肥，
真正是无公害蔬菜。他指着眼前一
块菜地说：“这些蔬菜早被县城的
客人相中了，还交了订金。 他们就
看中我用‘土法儿’种的菜。只要一
个电话，我就会给他们送去。 ”

“我们村里已经成立了专业合
作社，2个200亩的蔬菜种植基地
已经启动，各个时节的蔬菜都能在
我们这个蔬菜基地里买到。 ”社福
山村党支部书记单良顺介绍道。

仁和镇党委书记郑曦介绍，社
福山村的蔬菜产业带动了全镇蔬
菜的良性发展， 周围的上徐家村、
下徐家村、鲤鱼塘村等村的蔬菜种
植也小有名气。 去年，全镇蔬菜种
植达5000余亩， 大部分销往广东
等地和县城超市，深受欢迎。

件件实事办到家，日子像芝麻开花

米家三兄弟高颂好政府

百年理发业，师傅“不过年”

半世纪老剪子清脆老道

先下订金再买菜
山村迎来“采购团”

5年投资45亿元 建成合格学校433所

永州“教育优先”下猛力

汉寿“问题导向”解民忧
10件实事全部兑现

行进湖南 精彩故事

记者新春走基层

只羡鸳鸯不羡仙 水河畔舞翩跹

△2月18日，溆浦县油洋乡，油菜花竞相开放。 目前，全省许多
地方的油菜花迎春开放，景色迷人。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金中平 摄影报道

荥２月２１日， 张家界武陵源
风景区雨过天晴， 梅花盛开，有
的含苞欲放， 有的笑逐颜开，吸
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欣赏。 吴勇兵

摄

米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