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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小雨转阴 12℃～18℃

吉首市 小到中雨转阴 10℃～16℃
岳阳市 阵雨转阴 12℃～15℃
常德市 中雨转阴 11℃～15℃
益阳市 小雨 12℃～14℃

怀化市 中雨转小雨 11℃～14℃
娄底市 小雨 12℃～14℃
邵阳市 中雨转小雨 13℃～15℃
湘潭市 中雨转小雨 12℃～14℃

株洲市 小雨转小到中雨 13℃～16℃
永州市 小雨转中雨 14℃～16℃
衡阳市 小雨转中雨 14℃～16℃
郴州市 阵雨 14℃～17℃

今天到明天 阴天有小雨
北风 2级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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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讯 （记者 蒋
剑平 戴勤 通讯员 胡晓健 ） 今天上
午，冬雨潇潇，天气阴冷，但在邵阳市
大祥区雨溪社区服务中心内，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70多位居民在此打牌、
上网、健身、读报、看电视，各得其乐。
78岁的刘中球告诉记者：“我几乎每
天都来。大家在一起，热闹又开心。区
里搞‘美好社区’建设，我们的生活越
来越美好。”

为了更好地服务市民，今年邵阳市

启动“美好社区”建设。大祥区将其作为
提高城市基层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升市
民幸福指数的重大民生工程来抓，多方
筹资1000多万元，完成了首批12个“美
好社区” 建设。12个社区充分整合利用
现有设施，建立起标准化的“一站一园
一场七室”，即社区服务站(中心)、幼儿
园、 室外文体活动场所与党群活动室、
警务室(调解室)、卫生计生健康服务室、
志愿者工作室、 社区居民代表议事室、
文体活动室、档案室。社区绿化、亮化、

净化也得以升级。
在改造、完善社区服务硬件的同

时， 大祥区还积极推动社区管理升
级，着力推行网格化管理，零距离服
务居民。红旗路社区将所辖地域按小
区、楼栋、院落划分为17个网格，从社
区干部、居民中聘请17名“网格员”，
具体负责网格内管理服务事项。居民
群众办什么事， 打电话联系网格员，
网格员及时上门处理。同时，因地制
宜拓展服务范围，给居民提供更多方

便。雨溪、神滩、百春园、白洲、樟树垅
等社区设立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集吃住玩于一体， 受到老人称赞；樟
树垅社区建立了儿童幸福家园，为放
学后的孩子提供学习、 娱乐场所；金
桥、西城、沙子坡等社区配置了社区
小食堂，为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空巢
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餐饮服
务。最近，樟树垅社区被评为全国和
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白洲社区养老
服务已被民政部列为示范点。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彭宏高 杨昌坤

11月18日，黄雨文去世的第
7天， 他家所在的新晃侗族自治
县凳寨乡台洞村，仍然笼罩在一
片悲伤之中。妻子杨花你和女儿
黄鲜春抱成一团哭泣，初冬的风
吹来阵阵寒意，久久不散。

“生前事迹惊天地；殁后悲
歌璨古今。” 墓碑碑联概括了黄
雨文的一生。

特别邂逅， 善良阿
哥决心拯救瘫痪阿妹

杨花你是贵州省剑河县人。12
岁时，母亲离世。日子过得艰难。

1996年初春，杨花你凭着天
生一副好嗓子，在县政府招待所
找到了一份迎宾时负责苗歌领
唱的工作。

可是，如歌的年华非常短暂。
那年秋天， 年仅19岁的杨花你患
了椎管神经源性肿瘤， 双下肢瘫
痪。 经过一年多医治， 效果不理
想，她的父亲再也无能为力了。

1997年隆冬的一天， 黄雨文
来到剑河看望朋友， 当他意外看
到只能用手代替脚在房间里爬行
的杨花你时，心中为之一颤：多漂
亮的姑娘啊，多可怜的遭遇。

黄雨文上门看望杨花你，与
她谈生活的感悟、人生的际遇,让
成天愁云笼罩的杨花你豁然开
朗。黄雨文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带杨花你出去治病。

当黄雨文把瘫痪的杨花你
接到家中时， 掀起了轩然大波。
父母责备, 村里人认为黄雨文是
哪根神经出了问题。

黄雨文这样解释：“我看她
很可怜，只是想献点爱心。”

黄雨文安排他的姐姐护理杨
花你，自己则四处寻医问药，还时
常和姐姐背着杨花你去看病。

半年后，杨花你的双脚有了
点知觉。这时 ,杨花你想到 ,黄雨

文为她治病花去了4万多元钱，
感到非常愧疚和不安,决意回家。

黄雨文得知消息后，做出了
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娶杨花你
为妻。

1999年初春， 经过治疗，杨
花你可以慢慢地走路了。这年春
天，这对患难与共的年轻人携手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历尽千辛万苦 ，只
想让她站起来

2000年元月，他们可爱的女
儿出生了。

就在他们憧憬未来的幸福
生活时，病魔再次把杨花你击垮
了，她再次瘫痪在床。黄雨文背
着妻子，又一次走上漫漫求医之
路。

2006年5月30日， 听说北京
一家医院治疗脊髓肿瘤效果好，
他又背着妻子踏上了北上求医
之路。

在北京那段日子，每天夫妻
俩就以两个馒头或一碗米饭充
饥。到了晚上，他们要么就在马
路边的台阶上休息，要么找个地
下通道将就一夜。

18年来，为使杨花你能够站
起来， 黄雨文花去了9万多元积
蓄，还欠了亲戚、朋友和银行贷
款共10多万元债务。他一边奔波
于各家医院及民间草医诊所，一
边承包别人的10多亩田土开展

“生产自救”。
去年来，他买了一辆三轮车

作运输工具，每天早上为杨花你
翻身洗漱，安排妥后便开始外出
挣钱。今年11月11日，他从外地
买猪返回时，不幸车祸遇难。

黄雨文走了，留下一段感动
天地的生死之恋, 留下一个支离
破碎的家。目前，黄雨文家里仍
欠外债。杨花你目前褥疮非常严
重，若不治疗有致严重感染发生
败血症的可能。 这个不幸的家
庭，期待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徐德
荣 成俊峰 陈善琨）“贷到100万
元，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很有‘获
得感’。”日前，耒阳市农民谭满
徕流转的1000余亩土地得到认
证， 他领取土地流转经营权证
后， 从当地银行获得100万元贷
款，为冬种购买农资。

谭满徕的“获得感”源于衡
阳市金融服务“三农”工作方案
“落地生根”。今年来，衡阳市共
有1.2万余农户通过金融服务
“三农”平台，贷款506亿元。

近两年来，衡阳市坚持以提

升群众“获得感”作为改革的目
标，把改革方案含金量充分显示
出来， 变成一件件让百姓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事。先
后出台商事制度改革、行政审批
改革、国企改制、金融改革等45
项重点改革，件件关乎民生。

衡阳市还把增强人民的幸福
感作为改革的着力点， 增进民生
福祉。“有困难就上墙，做志愿去银
行，老年食堂饭菜香。”近来，在衡
阳市流行这样一句话， 此话来自
于衡阳当下开展的微心愿墙、时
间银行、老年食堂3项城区社区服

务“微改革”。微心愿墙指居民将其
合理的诉求公布于墙上， 由有条
件的社会热心人帮助解决； 时间
银行是一种互助养老模式， 志愿
者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时间可存入
“银行”，等“存储人”进入老年，就
可以提取相应时间， 获得无偿服
务； 老年食堂专门为日常用餐困
难的高龄、 独居及行动不便的老
人提供就餐服务， 食堂突出公益
性质，受到社区老人欢迎。

今年前三季度，衡阳市民生
支出达209.56亿元， 同比增长
21.1%，占财政总支出的60.6%。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谢古
周华健 欧阳鹏）近日，资兴市某乡镇移民办因擅自变动项
目资金实施地点， 被资兴审计局审计发现并提出整改意
见。市移民开发局接到审计整改意见后，对该移民办负责
人予以公开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到位。

去年以来，针对审计整改不到位的现象，资兴市积极
探索纪检监察、组织、人大联合监督的立体式审计整改机
制，让审计结果有整改，有落实。该市决定，人大负责审计
整改督查落实到位， 组织部门负责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
用，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责任追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他们明确规定有关审计报告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相关责
任人的处理情况、尚未整改的处理的问题及原因等六个方
面的整改情况内容必须向人大报告。对拒不报告、不如实
报告或再次整改不力的，追究责任。同时，建立经济责任审
计结果分级评价制度，对被评定为基本合格等次的，由组
织部门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警示谈话， 原则上1年内不提
拔重用；评定为不合格等次的，一律免职。

今年以来，该市对30个部门、单位和乡镇开展了财务
收支、项目资金、经济责任等审计，整改规范资金1600万
元，处理干部5人。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金
慧 ）报了名，交了钱，承诺考试
100%包过，不料培训公司最后
跑路了！今天，笔者从长沙市工
商局了解到， 天心区工商分局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目前已经
将湖南楚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中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建
议被骗的考生立刻向公安机关
报警。

熊先生准备参加执业兽医
考试，今年9月份，他接到湖南楚
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员的
电话，称该公司有经济类，建筑
类，医兽类专业考试资料，押题
非常准。经过他们辅导，考试通
过率100%，可以签订合同，如果
押题不准可以申请全额退款。熊
先生于是向该公司支付4000元

考试辅导费。该公司给熊先生发
送了一些资料，学习资料完全与
考卷内容不符。熊先生联系该业
务员要求退款，业务员再也不接
听电话。

据了解，从9月份起，长沙工
商12315多次接到考生对湖南楚
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培训未履
行承诺的投诉。天心工商分局工
作人员多次上门协调，帮助投诉
人退款。10月底， 工商人员再次
上门时，发现该公司已没有在注
册登记地址办公，公司负责人也
处于失联状态，去向不明。

长沙工商发布警示称 ，培
训公司承诺考试包过， 内容涉
及国家有关考试试题等内容 ，
如果属实已经扰乱国家考试的
秩序和公平，涉嫌违反《刑法》，
考生不要轻易相信。

百姓乐享“美好社区”

生死之恋动天地

资兴创新立体式审计整改机制

培训公司卷款跑路
长沙工商提醒：“考试包过”不可信

长沙新建先锋文化公园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李治）长沙南大门提质

改造提速，先锋文化公园今天启动建设。今天同时开工的
还有华融湘江银行总行营业用房、弘高车世界、猴子石路、
桂花坪路等天心区5个重大项目。

天心区年初铺排131项重点工程和项目， 目前开工
107个，完成投资110亿元。其中一大重点是在长沙南部打
造长株潭商圈，并由此拉开长沙“南大门”提质改造序幕。
其中，先锋文化公园总投资6509万元，绿地率达75%。

永州成为“国家森林城市”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左亚

军）今天，记者从永州市林业局获悉，近日，国家林业局正
式批准永州市为“国家森林城市”。

2011年以来，该市深入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活动，
取得了明显成效，城市森林网络、城市森林健康、城市林
业经济等40项创森指标达到国家验收标准， 通过了国家
创森验收专家评审。

蓝山湘江源瑶族乡获批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先志

吴学文）今天，记者从蓝山县获悉：省民政厅已经批复同意
蓝山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原该县紫良瑶族乡更名为
湘江源瑶族乡获批，行政区域不变。

2013年11月12日，国家水利部、国家交通运输部、国
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联合下文，认定湘江源头
区位于蓝山县紫良瑶族乡紫良工区的野狗岭山脉东南侧。
政协蓝山县第八届委员会第十四次常务委员（扩大）会议
和蓝山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一致提出将
紫良瑶族乡更名为湘江源瑶族乡纳入《蓝山县乡镇行政区
划调整改革实施方案（草案）》。

改革提升群众“获得感”
衡阳45项重点改革件件关乎民生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姚勇奇 石科圣）记者11月中旬
在采访中看到，在桃江县松木塘镇挂职
的益阳市直机关干部张懿，在走村串户
时带着挂职工作记事本，将当天走访情
况和群众反映的问题详细记录下来。

要求挂职干部将每天工作情况如
实记载， 并由分管领导每周审核签字，
每月对其挂职情况进行评价，这是益阳
市从严从实锤炼挂职干部的一项举措。
该市从严管理，精准考核，从而提高干
部挂职锻炼实效。

今年，益阳市选派了79名没有基层
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到乡镇挂职锻炼
两年，其中27名市直机关35岁以下的干
部挂职乡镇副职，并兼任一个村的党组
织第一书记；52名新录用的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到村里任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
助理。为更好发挥基层挂职培养锻炼年
轻干部的作用，解决以往挂职干部派出
单位管不着、接收单位不想管和有的挂
职干部存在“下乡镀金”错误想法等问
题，益阳市明确规定，挂职干部由接收
单位管理为主，派出单位协助，每半年

实地走访了解其表现情况。
同时，坚持日常工作记事与定期考

察相结合，实行精准考核。益阳市要求，
为从严从实锤炼挂职干部，由接收单位
对挂职干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分管领
导经常与其交流情况、沟通思想，发现
问题及时给予提醒、教育。挂职期满
时， 根据日常工作记实与定期考察
结果， 对挂职干部表现进行综合评
价，力求考准考实。

要求从严， 促使挂职干部树立
务实的工作作风，主动融入基层，为

当地群众办实事。到赫山区泥江口镇挂
职的市直单位年轻干部陈希，分管镇里
劳保等工作，他尽职尽责，通过多方努
力，在一个多月里，使全镇新农保参保
率由 8月底的 68.27%增至 10月初的
77.61%。

挂职干部“淬火提质”

■新闻集装

11月 19日 ，
通道侗族自治县
陇城镇竹塘村 ，
扶贫队员在鱼苗
场为对口扶贫村
选购优质鱼苗 。
今年， 该县组织
机关党员干部到
各村开展 “一对
一” 的精准帮扶
服务。

刘强 摄

“一对一”，奔富路

益阳市

大祥区

笔笔资金审到位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11月 19日

第 2015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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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1040 303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41 173 162793

8 9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11月19日 第2015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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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13448973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8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5000000
1 14314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51
62160

1241354
6056199

39
2282
47185
222461

3000
200
10
5

0105 12 23 28 29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