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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转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多云
南风 2级 22℃～30℃
张家界 阵雨转多云 22℃～28℃

吉首市 阵雨转多云 20℃～27℃
岳阳市 多云 24℃～28℃
常德市 多云 22℃～30℃
益阳市 多云 21℃～33℃

怀化市 中雨转小雨 21℃～26℃
娄底市 阵雨转中雨 23℃～30℃
邵阳市 阵雨转中雨 23℃～30℃
湘潭市 阵雨转中雨 23℃～30℃

株洲市 阵雨 23℃～29℃
永州市 中雨 21℃～30℃
衡阳市 阵雨转中雨 23℃～29℃
郴州市 阵雨转小雨 24℃～32℃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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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刘慧峰 石科圣 吴振华

6月初，益阳市赫山区有名的“和事佬”
张松鹤被聘为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宣
讲团成员。50多岁的张松鹤做“和事佬”5
年，成功调解各种矛盾纠纷50多件。

在益阳市民间，像张松鹤这样的“和事
佬”有123位，他们由律师、基层干部、普通
群众、 媒体记者等组成。 他们现场说理说
法、讲情讲义，帮助百姓化解邻里纠纷、家
庭矛盾等，使当事人打开心结，握手言和，
被誉为益阳民间“维和部队”。

一档接地气的电视节目
说到这支“维和部队”，先得提及钟志

刚和他创办的“和为贵”电视栏目。钟志刚
是益阳市电视台记者， 他发现百姓之间发
生的一些小矛盾、 小纠纷， 看上去无关紧
要，但社会上这些“小患”多了，就可能积成

“大患”。 在台领导支持下，2010年6月，钟
志刚和同事们开设了一档新节目，叫“和为
贵”，宣传“万事和为贵，人和万事兴”，节目
每期时长10分钟。

在最近一期节目中，记者看到，赫山区

龙光桥镇锣鼓村蔡世安家的进出通道被邻
居夏永宁堵住了，钟志刚现场查看，了解问
题症结在于蔡世安砍了夏永宁家一棵桂花
树，夏永宁砍了蔡世安一棵棕树，从而结下
芥蒂。钟志刚与村干部一道，与当事双方用
拉家常方式讲情讲理讲法， 使问题得到圆
满解决。

“和为贵”节目开办之初找不到人手，
钟志刚边做记者边当“和事佬”。节目有了
影响后，开始聘用民间“和事佬”。这些“和
事佬”不仅要用方言进行调解，而且要有全
面把控现场的能力。

基层法律工作者张松鹤、村支书曾柳
青和普通群众欧阳大可等人先后加入进
来，“和为贵”节目“和事佬”队伍不断壮
大。他们走村串户，调解矛盾。由于立场不
偏不倚，加上人物接近、语言接近、情感接
近，老百姓对他们信得过。至今“和为贵”
节目共播出1200多期， 调处化解纠纷
1000多起。

一支“和为贵”的义工团队
有一次，张松鹤坐公交车，司机一眼认

出了他，对他说：“‘和为贵’让我学到了很
多知识，我是你的粉丝呢！”张松鹤告诉记

者，尽管做一个“和事佬”没有任何报酬，还
要搭进去不少时间和精力， 但公交司机这
句话让他觉得值。

只要纠纷调解成功，“和事佬” 们心里
就十分舒服。今年5月27日，沅江市高新区
青年坝社区居民高建冲为自己的烦恼事找
到“和事佬”。原来，其女儿与另外两家人在
拆迁安置地上合伙建房， 其中出钱的贾国
强一方想把报建的8层高的楼房擅自更改
为10层，由于是按8层楼下的地基，担心房
子质量和安全的高建冲多次与其协商不
成。“和事佬”现场查看后对贾国强说，这样
做不仅损害邻里关系， 而且以后房子一旦
出事， 他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万一房
子垮了不得了，我只能一世坐牢了，害了儿
女。”意识到问题严重，贾国强痛快表示，将
自行拆除违建的楼层。

以情感人织玉帛，以理服人化干戈。近
5年来，这支“维和部队”的“和事佬”们不辞
辛苦、不计报酬地化解社会矛盾，成了
一支“和为贵”的义工团队，其行程共计
15万公里。

一个“法治益阳”的闪亮品牌
有了纠纷怎么办？找“和为贵”。老

百姓有所求，“和事佬”有所应。如今，在益
阳，“和事佬” 在百姓心中的威信越来越
高。

“和事佬”们调解千家事，温暖万人心。
他们把“和谐”、“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翻译成“地方话、百姓话”，对矛盾纠纷
实施“单点爆破”，丰富了调解方法，创新了
普法模式，成为创建“法治益阳”的一个闪
亮品牌。去年，益阳“和事佬”义工队获评

“湖南省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 ，在10名获
奖者中是唯一的团队。

去年3月24日，益阳市司法局和益阳电
视台联合成立了“和为贵” 人民调解委员
会， 正式下文聘请钟志刚等10人为专职人
民调解员。

近日，益阳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陈冬贵说，这支“维和部队”积极担当，积极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丰富了调解方法，打造
了益阳的一个人民调解品牌。

湖南日报6月9日讯（记者 姚学文 段涵敏 通讯员
文生和）今天上午11时，湘雅一医院烧伤重建外科抢救
室。 全身烧伤的单亲妈妈、 现年24岁的洞口籍女士文
云，躺在烧伤保温仪里，接受紫外线烘烤。文云全身不
时颤抖，但始终没有一声喊叫。“文云一直很坚强，除非
实在痛苦难忍才会喊。”文云的父亲文迪红说。

“文云身体烧伤面积高达90%，5月29日转到我们
医院以后， 已实施一次清创手术。6月10日左右将实施
第二次清创手术。治愈的话，费用可能需要200万元。”
主治医生刘雄介绍。

“手术的费用，都是在广东和长沙工作的邵阳、洞
口的老乡们帮忙筹集的，没有这些好心人的帮助，文云
不仅来不了湘雅，而且可能也没救了。”文迪红说着，眼
圈便红了起来。

1991年出生的文云在广东台山打工时， 认识一个
湖南老乡，两人一见钟情。两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
但女儿出生不久，老公就与文云离了婚。当时很多人劝
文云将女儿给对方抚养，但文云却说：“为了我的女儿，
吃再多苦也值得。”

悲剧发生在5月9日晚上10时左右。当晚，文云租住
的出租屋发生煤气爆炸，文云被严重烧伤后昏迷。在台
山市人民医院ICU抢救几天后， 被送到广东省人民医
院。

20多天抢救，花光了这个农村家庭全部的积蓄，还
欠下数万元高利贷外债。无奈之下，5月27日，文迪红流
着泪，租车把女儿带回老家。

文云的遭遇牵动好心人的心。悲剧发生后，文云
打工所在地的台山市的老乡们便自发为其组织募捐。
当得知文云被带回老家后， 广东省两位志愿者5月28
日急匆匆赶到文云老家， 动员一定要把文云送医院，
并出面联系好了湘雅一医院。5月22日，广东江门湖南
商会从媒体获悉文云的遭遇后，发起募捐行动。短短
10余天，筹集“救命钱”39万余元。6月9日，该商会的
两位负责人专程把这笔爱心款送到长沙。在长沙工作
的洞口籍老乡，也组织了募捐活动，到目前已筹集爱
心款1万多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刘立武 王健

6月9日中午，在“东方之星”沉
船事故对岸的华容县洪山头码头附
近， 华容县民兵应急分队队员草草
扒了几口盒饭后， 又投入新一轮搜
救。坚守一线的华容县委常委、人武
部部长刘少红的眼睛充满血丝，但
他表示：“不到最后不收兵！”

14时许， 应急分队突击队乘冲
锋舟投入战斗。 驾驶员付良斌受过
训练，驾驶技术好，但连续奋战8天
7晚，他的手脚已发白脱皮。冲锋舟
行驶在回水湾、河汊、芦苇荡中，遇
见可疑物件，队员马上排查。靠前指
挥的县人武部副部长徐勇说：“沉船
事故发生后， 我们在最短时间集结
了200多名民兵应急队员， 将15公
里江段划分为3个区域， 分片包干、
全天候搜救，共打捞了5具遇难者遗
体。”

江面上，“华洪1号” 渡船载着8
名队员搜索前进。付良斌介绍，52岁
的渡船船主黎桂林一家人全上阵
了，女婿负责开船，女儿搞后勤。因
熟悉水域情况，黎桂林最先发现了2
具遇难者遗体。

长江沿岸，每隔约3公里设有搜
救点，相距约100米有人值守。队伍
中， 从事城管工作的退伍军人杨帆
脚磨起了泡。 徐勇说：“单位考虑杨
帆孩子小，当时没抽调他，但他要求
参战，每天早出晚归。”杨帆告诉记
者：“大家都在尽心尽力。6月3日，刘
部长的姐姐在弥留之际想见弟弟最
后一面，也没能如愿。”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通讯员 林宜成
余志勇 记者 尹超）日前，在临澧县四新岗
镇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室， 该镇居民张
友明提议“让镇文化广场发挥更大作用”。
工作室人大代表会同有关部门， 就此展开
问卷调查， 很快实现了群众“增设健身设
施、多开展文艺活动”的心愿。目前，临澧县
17个乡镇及县人大常委会机关都设立了群
众工作室，今年来已收集意见、建议113条，

均已进行处理或交办。
为让人大代表更好地联系服务群众，

临澧县自去年开始探索设立人大代表联系
群众工作室，要求做到“七有”，即有固定场
所、统一名称、工作制度、代表信息公布栏、
工作档案、网络平台、经费保障，并制订了
具体的运行管理办法。 该县各级人大代表
踊跃参与，“把小工作室变成服务群众的大
舞台”。他们采取坐班接访、下访、与群众结

对等形式，广听民声、广纳民意，及时帮助
群众排忧解难。前不久，资金周转困难的杉
板乡烟花经营户杨冒双， 在人大代表陈斌
帮助下，获得了贷款。因病返贫的官亭乡居
民印厚平，经人大代表杨华桥协调努力，获
得了更多救助。 就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和
重大事项，人大代表通过主题调研、专题视
察，积极为当地政府出谋划策，促成了一些
问题早日解决。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张焱康 李愈纯）

“将‘三严三实’与推动经济发展
有机结合。在大走访中践行‘三
严三实’……”近日，桂东县委书
记谭建上结合“三严三实”给全
县党员干部上党课时，号召大家
以正在开展的“大走访”活动为
契机， 全面践行“三严三实”要
求。

今年4月， 按照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活动有关要求， 桂东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大走访”活动，要
求走访的党员干部对群众提出
的问题和意见， 能答复解决的马
上给予解决； 不能答复解决的，
心平气和地进行政策宣讲和解
释，并填写“双向联系卡”。为确

保走访取得实效， 他们重点围绕
项目建设、安全生产、民生实事、
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等问题开展
大走访活动， 扎实办好一批群众
看得见、 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该
县大走访活动还按照“动员部
署、集中走访、积极整改”等三个
阶段进行， 明确党员干部的走访
区域，实行“两个全覆盖”制度，
即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必须联系
一户以上群众， 每一户群众至少
有一名党员或干部联系， 确保不
留空当盲区。

据了解， 该县大走访活动开
展以来， 共有9612名党员干部深
入基层，走访群众16.2万人次，收
集民生意见7183条， 解决实际困
难和问题3865个。

湖南日报6月9日讯（欧阳倩）今日，芙蓉区政府正
式向全球发出邀约，邀请全球顶尖设计团队，为“浏河
之芯·芙蓉滨水文化产业带”量身打造华美空间。

“浏河之芯·芙蓉滨水文化产业带”规划方案包括：
隆平中央公园、 水稻博物馆及浏阳河产业带东岸的商
业建筑配套产业规划、浏阳河（芙蓉区段）9.47公里水
面产业规划、浏阳河（芙蓉区段）东岸产业带沿线未开
发地块的居住用地的商业配套， 以及商业地块的产业
规划。 芙蓉区将在所有应征方案中初选出8个方案，再
从中遴选出最佳者。 方案第一名被取用后， 将可获得
200万元设计费。芙蓉区副区长彭娟介绍：“未来的浏阳
河东畔，不仅是一条具有湖湘特色的生态文化长廊，更
是一处融商务、餐饮、购物、婚庆、游乐为一体的休闲产
业活力圈。”

益阳民间活跃着一支由普通人组成的调解队伍———

益阳“和事佬”，讲法又暖心 洞口单亲妈妈身体烧伤90%，湘
粤两地老乡纷纷伸出援手———

倾情募集救命钱

面向全球悬赏200万
芙蓉区征集浏河之芯设计方案

华容民兵应急分队
全天候搜救———

“不到最后不收兵”

围绕民生办实事
桂东“大走访”中践行“三严三实”

临澧：每个乡镇设立“代表工作室”

身边的感动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6月 9日

第 2015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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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1040 402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37 173 231301

4 1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6月9日 第2015066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7516935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25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176228
19 7784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39
72273

1315663
6770377

36
2813
49974
262913

3000
200
10
5

1608 11 17 24 28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郑逸欢 ）
新疆吐鲁番有个葡萄沟， 湖南怀化
中方是“中国南方最美葡萄沟”。6月
9日上午， 在2015年“天山梦·湘吐
情” 湖南人游吐鲁番活动新闻发布
会上， 中方县政府与吐鲁番市旅游
局签订合作协议， 结成旅游战略联
盟，共同打造“中国南北葡萄沟”品
牌。

中方县拥有400多年的刺葡萄
种植历史， 被誉为“中国刺葡萄之
乡”、“中国南方最美葡萄沟”， 是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中方县与吐
鲁番市签订中国南北葡萄沟旅游战
略联盟合作协议， 双方承诺共同打
造品牌，共享信息资源，共同对外推
广，推进区域旅游深度合作。

“中国南北葡萄沟”
结盟

6月9日， 长沙
市 德 思 勤 城 市 广
场， 市民在品尝杨
梅。当天，靖州苗族
侗族自治县在长沙
举行品梅文化旅游
推介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