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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多云 17℃～26℃

吉首市 阴转多云 17℃～24℃
岳阳市 多云 16℃～23℃
常德市 多云 17℃～24℃
益阳市 多云 18℃～23℃

怀化市 阴 17℃～21℃
娄底市 阴转多云 18℃～22℃
邵阳市 小雨 17℃～20℃
湘潭市 多云 17℃～23℃

株洲市 多云 18℃～22℃
永州市 小雨 18℃～21℃
衡阳市 阴 18℃～21℃
郴州市 小雨 17℃～19℃

今天，阴天到多云
明天，多云到晴天
北风 2～3级 16℃～23℃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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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法人微博湖南日报公众微信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周勇军 通
讯员 唐志君）“村民们请注意，一年一度的
油茶采摘期即将到来。经科学测算，茶籽每
提前一天采摘，出油率减少3%，请油菜种
植户务必在10月中旬开始采摘。”10月8
日， 正在常德市区办事的桃源县浯溪河林
业站站长赵国华，接到乡政府通知后，随即
通过手机打开乡“村村响”,就像打电话一
样，向全乡油茶种植户广播油茶采摘要求。

2013年5月，桃源县启动农村广播“村
村响” 建设。 县里组织专业人员深入各乡

镇、村（社区），逐村进行现场勘测，以当前
最为先进的RDS技术编制了“有线为主、无
线为辅”的“村村响”建设方案。随后，采取
向上争取一点、政府投入一点、乡镇自筹一
点、社会捐助一点的办法，筹措建设资金。
整个工程投入973万元， 共安装高音喇叭
7668只、音柱816只，以及发射设备、机房设
备等。经2年多建设，目前“村村响”已实现
县、乡、村3级联播联控。

桃源县农村广播“村村响”建成后，群
众耳朵有听头、农闲有学头，生产、生活更

有奔头了。浯溪河乡结合广播“村村响”建
设，新组建了“浯溪之声”广播站，对全乡农
事安排、安全生产、涉农政策、防汛抗旱、应
急事务等急需传达到农户的内容及时播出，
减少了开会次数，每年可节约各种会议经费
2.5万元。该乡广播还开设“新闻时空”、“身边
人的故事”等栏目，让群众了解时事和涉农
便民信息，并通过宣传身边典型，倡导敬老
爱幼、见义勇为、爱心捐助等。今年6月初，
桃源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太平铺、牯牛山等
受灾乡镇利用农村广播发布紧急疏散令，

及时疏散群众2万多人。
“小喇叭”发出“大声音”，成为农村发

展好帮手。前不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负责
人在桃源县调研后，对该县“村村响”建设
给予充分肯定， 并表示要将桃源经验向全
省推介。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王文隆）
“又少跑一趟市里， 而且很快就办好了，省
事！”今天上午，在浏阳市大瑶镇政务服务
中心，只花了十来分钟，该镇汇丰社区团结
小区居民李双就办好了原本要去市里办的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当天，“升级”后的大
瑶镇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对外办公， 意味着
该镇正式行使浏阳市下放的96项县级权
限，强镇扩权试点走出实质性一步。

今年8月初，浏阳市明确将25个市直部
门负责的64项行政许可和管理服务事项、
10个市直部门32项行政执法事项下放到
大瑶镇实施，并通过直接放权、委托放权、
授权派驻机构、 服务前移4种方式进行下
放。所有直接下放、委托下放给大瑶镇的行
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 全部进入大瑶镇
政务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土地交
易审批、 房屋登记发证……这些原本要到

浏阳市区办理的行政管理服务事项， 都可
以在大瑶镇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了。

“重点在产业发展、规划建设、项目投
资、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市场监管、市政交
通、 民生事业等8个方面扩大管理权限。”浏
阳市市长余勋伟表示，放权之后，大瑶的管
理主动权更大，发展活力将进一步释放。“96
项县级权限下放给大瑶，对我们也是一种挑
战和考验。”大瑶镇党委书记李爱民说，使命

神圣，唯有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提升干部
专业程度、服务水平，改进服务态度，同时加
强日常督查，防止权力运行出现偏差。

2013年， 浏阳市大瑶镇、 宜章县梅田
镇、 桃源县陬市镇成为湖南省获批全国经
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3个镇。
去年7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又联
合下文， 明确提出赋予大瑶部分县级经济
社会管理权限。

大槐树，吉祥树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中国民谚“千年的松，万年的柏，架不住老槐树一
摇摆”。

在衡南岐山， 有一棵千年古槐被认作是“镇山之
宝”，在当地村民眼中，这是一棵“吉祥树”，给他们带来
财富和好运， 也为江南古刹仁瑞寺带来无限生机、活
力。

千年古槐紧邻仁瑞寺侧门，位处岐山山顶斜坡旁，
树枝散开，像一把大伞，看一眼让人心旷神怡。经专家
鉴定，古槐距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是目前衡阳市发现
的树龄最长的槐树之一。

10月9日，记者驱车一个半小时，登临岐山山顶，望
见这株颇具传奇色彩的千年古槐。金秋时节，古槐树叶
逐渐由绿变黄，槐豆长得硕大丰满，金黄透亮，一嘟噜
一串串地挂在树梢上。秋风吹过，槐豆之间互相碰撞，
奏出秋天美妙的交响乐章。

虽然经历1200多年的沧桑，但古槐依旧枝繁叶茂，
寻尺丈量，古槐树高37米、冠幅面积达1亩多，树干围径
约3.4米，3名成年人方可合抱。树干苍劲挺拔，树姿伟
岸秀美，当地村民将这株千年古槐亲切地称为“槐树姑
娘”。

“每年7月份，千年古槐满树绽开白色花朵，远看似
漂浮在山巅上的白色云霞。”岐山国有林场原场长蒋云
生说，古槐花期约半个月左右，花雨缤纷，花香醉人，景
色优美，周边500米范围内都可闻到它的香气。槐树下，
还时常可见小松鼠、野兔等动物啃果吃虫的欢快身影。

“千年古槐年年发新芽,每年8月结满黑褐色的树
籽，引来不少植物学家前来考察。” 年逾七旬的村民黄
天喜告诉记者，这株奇树每年结籽达50余公斤，湖南林
业科技大学专家多次前往勘察 ，采集树籽，用于科学
研究，试图解开古树长盛不衰的奥秘。

千年古槐成了远近村民礼佛祈福、参禅悟道、驱灾
还愿的重要场所，古槐树下常年香火不断，不时有村民
搭台唱戏，三天三夜，弦歌不绝，祈愿平安幸福。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通讯员
刘婷 记者 周怀立）“飞虎队”鲨
鱼嘴战机大战日军零式机， 航模
编队你追我赶，火炮连续发射，现
场硝烟四起……这是近日株洲市
首届“爱模客”航模运动文化节上
出现的情景， 也是全国首次大型
航模空战表演。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
周年，弘扬“爱国防、爱科技、爱运
动”的航模运动文化，省体育局与
株洲市政府、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深圳三叶精密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了此次
航模运动文化节，这也是今年省第

六届全民健身节系列活动之一。
此次航模运动文化节举办了

全国首次航模空战、 二战名机飞
行展、 航模花式表演、 航模邀请
赛、航模摄影比赛等一系列活动。
参演的航模近50架，含固定翼、旋
翼、多轴、涡喷、电机5大类。参与
空战表演的18架航模全部出自中
航工业南方公司旗下的深圳三叶
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84年，在航
模、船模、车模和模型附件领域居
国内领先地位， 产品远销欧美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广东、江
西、湖北、湖南等地的40余名航模
爱好者同台竞技。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张霞 揭伟

“练习太极，要做到心静体松、呼吸自然、均匀连
贯……”10月9日上午9时许， 湘潭市强制隔离戒毒
所运动场，9名身着白色太极练功服的老者， 正在给
90余名戒毒学员教太极，“跟着我一起做， 运气、舒
展，身随心动……”老者们来自湘潭市白石健身辅导
站，他们平均年龄66岁，年龄最长者72岁。90余名戒
毒人员学得有模有样。

自今年8月以来，湘潭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合
白石健身辅导站， 在戒毒学员中开展太极拳教授
活动。处于戒毒康复期的戒毒人员自愿报名，辅导
站每周派老师来所免费辅导2次。 为了保证质量，

每名老师带的学员不超过10名， 授课周期为3个
月。

“我入所已经10个多月了，听民警说练太极有
益于戒毒，我就积极要求参加了。”该所三大队戒
毒人员小吴对记者说，“刚开始是抱着试试看的心
情，练了几次后，发觉自己以往狂躁的心情有了缓
解，能慢慢静下心来戒毒了。”

领队唐翠芬老师微笑着说，“帮助他们戒毒，
是全社会的责任， 我们愿意为戒毒所和戒毒人员
提供帮助，感觉有成就感。”

戒毒所所长李晟告诉记者，“戒毒学员不宜参
加激烈的体育活动，像太极拳这种传统健身方法，
既可修身养性又能强身健体， 非常利于帮助戒毒
学员从生理上、心理上戒除毒瘾。”

娄星区双江乡405名留守孩子
结对认亲

留守儿童 家外有家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通讯员 彭启毛 记者 段云

行）国庆期间，娄底市娄星区双江乡新加村留守儿童小
李，来到乡党委书记谢聪家里过节。双江乡党委政府组
织机关干部、学校教师、社会爱心人士和留守儿童结对
认亲活动，使全乡留守儿童家外有家，全乡连续两年无
一留守儿童失学失联，82名留守儿童被评为全区少儿
标兵，176名留守儿童被评为“三好学生”。

双江乡共有中小学生1253人，其中留守儿童405人。
去年，双江乡把“让打工父母放心，让留守儿童舒心”作为
政府工作的重点，组建了一支由市、区驻村群众工作队、
乡机关干部、 学校教师、 社会爱心人士组成的志愿者团
队，和留守儿童结对认亲，全乡405名留守儿童全部成功
认亲，有了家外新家。双江乡天壶村9岁留守儿童小贺，母
亲多年前离家出走，父亲长年在外打工，小贺和年迈的奶
奶相依为命。他一有时间就去网吧玩，村里人见了都摇头
叹息。志愿者彭小平和小贺结对认亲后，每周来接他和自
己8岁的女儿一起去书店、逛公园、打网球，彭小平还送他
参加小主持人培训。慢慢地，小贺变得活泼爱学习，上学
期还担任班长，期末还评为了“三好学生”，他爸爸感激地
说：“生儿的是我，育儿的是政府啊”。

双江乡还筹集了400多万元关爱留守儿童基金，用
来资助贫困留守儿童和奖励优秀留守儿童； 和湖南人
文科技学院音乐舞蹈系、体育系对接了武术、舞蹈、器
乐等20个课外培训项目，丰富了留守儿童校园生活；开
设了亲情室和亲情热线，定时向留守儿童开放，确保他
们能及时与家长进行视频通话。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胡仕和 彭泽
民）“搭帮政府实施的产业扶贫政
策，我种植了300亩钩藤，每年纯
利达80余万元。”10月9日， 通道
晒口库区钩藤种植大户曹彬高兴
地说，明年他还要扩大种植规模。

今年来， 通道立足晒口库区
产业发展实际， 对库区种养大户
实施精准扶贫开发，认真做好“山
上”和“水面”两篇文章，扎实抓好
生态产业开发。按照“突出特色建
基地、依托市场建基地”的思路，
坚持区域化布局、规模化发展、标

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库区狠抓
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 形成了钩
藤、南竹、大库养鱼3大主导产业，
并扶持蔬菜、板栗、肉蛇、泥鳅等
特色产品发展。今年，晒口库区移
民村新增钩藤种植1000亩，现有
规模达到3600亩，预计销售收入
达1300万元。

同时，采取“公司+合作社+养
殖户”的模式，带动库区移民发展
网箱养鱼，引进鳙鱼、罗非鱼、鸭嘴
鲟等10多个品种。目前，库区发展
大库养鱼8000亩， 年产鲜鱼300
吨，可实现销售收入680万元。

入室盗窃多发
长沙警方发布预警提醒市民注意

家庭防盗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扈贵宝）“门

锁都完好，小偷怎么进来的？”今天早上，家住长沙市东二
环附近小区的邹某起床发现家中被盗贼光顾， 1.1万余元
现金不翼而飞。 长沙警方对外发布防范入室盗窃预警，提
醒市民群众提高安全防范意识，确保家庭财产安全。

记者从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得到这样一组数据，
今年1至9月，全市发生的入室盗窃案件中，以技术开锁
入室盗窃和攀爬入室盗窃占到了案件总数的90％以
上,而这又存在一定规律。利用锡纸技术开锁的案件多
发生在10时至12时、15时至16时及傍晚的18时至19
时， 此时家中住户或在上班或外出散步， 便于窃贼下
手。

警方提醒， 市民群众要主动要求小区物业管理部
门加强门禁管理和安全巡查、监控设置等，更重要的是
加强自身防范意识，养成良好的防盗行为习惯，如换用
安全等级更高的锁芯，外出或入睡前记得反锁房门、关
好窗户等，可有效防范此类案件发生。一旦发现家中被
盗，要第一时间拨“110”电话报警。

多个小喇叭，管用
桃源“村村响”成农村发展好帮手

少进一趟城，省事
浏阳大瑶镇行使96项县级权限

株洲上演“空战”？
原是航模运动文化节热闹举行

山上有果 水里有鱼
通道特色种养助推库区移民增收 戒毒学员练太极

10月8日，麻阳苗族自治县栗坪乡坡顶田村，村民段玉飞一家正包装猕猴桃准备外销。他是该乡的科
技致富示范户。近年，他带动本村农民大力发展红心猕猴桃、金秋梨、黄桃、板栗等水果增收。单红心猕猴
桃一项，种植户每年户均增收近2万元。 滕树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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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32 1040 865280

组选三 695 346 240470
组选六 0 173 0

4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