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 侯小芳 ） 近日， 永兴县
2017年度中央财政农田水利项目县重
点建设村公开遴选会议召开， 来自该县
油麻镇13个行政村、洋塘乡7个行政村共
计20个行政村的村支书摩拳擦掌，纷纷
登台，激情演讲，为争取小农水建设项目
使出浑身解数。

通过公开遴选确定中央、省扶持项
目“归属”，这一做法旨在让需求最迫切
的村组得到最及时的政策、 资金帮扶。
这是该县近年来首次通过竞选方式，确
定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重点
建设村。

本次公开遴选，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原则，采取“村级申报、公开竞争、
专家评审、择优入选”的程序公开遴选。
会议现场，来自油麻镇和洋塘乡两个项
目区的20个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详细陈
述本村的基本情况，小农水项目建设的
可行性和必要性，建设方案，建后管理
等内容。7位技术和财政评审现场评估
各申请村的建设方案和陈述演讲，并当
场打分， 最后按油麻镇综合排名前10
名和洋塘乡综合排名前5名的顺序，择
优确定项目县重点建设村。最终，陈家
村、大泉村，小尾村、长湖村等15个村成
功竞得2017年度中央财政农田水利项
目，成为重点建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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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启动
“集中交纳
党费日”活动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岳组研）最近，岳阳市委组织部
启动“集中交纳党费日”活动，机关55名
党员集中交纳了3月份的党费。岳阳市委
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王瑰
曙说：“党费不多，但不能小看，一元一角
体现的是党性。我们从交党费这样的‘小
事’ 抓起， 引导和促使党员增强党章意
识，强化党的观念，争做合格党员。”

去年来， 岳阳为巩固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
果，通过创建一批党员示范岗位、建立一
批党员责任片区、打造一批先锋工程、解
决一批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等多种途
径，试点开展“巴陵先锋先行”活动。各县
（市）、区及单位选派优秀干部，到村（社
区）、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基层党
组织中担任“第一书记”，着力打造“巴陵
先锋先行”品牌。

藏身溶洞 全身透明
濒危物种红点齿蟾现身保靖白云山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彭司进 田
仁喜) 保靖县白云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现濒危物种红点
齿蟾。

红点齿蟾是中国特有的濒危物种， 已被列入 《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 2004年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白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中国17个生物多样性关
键地区之中， 区内千山叠翠， 涧谷幽深， 溪河潺潺。 几天
前， 当地村民在保护区一处大溶洞中， 发现了一种奇特动
物在“阴河” 里游荡。 这种动物外观形状好似放大的蝌蚪，
胖乎乎的脑袋， 大大的黑眼睛， 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全
身如同玻璃一样晶莹透明， 体内脏肺及背部脊椎骨、 肋骨
清晰可见。 村民将这种动物称为“玻璃鱼”。

保靖县林业局森保站负责人介绍， 这次发现的是红点
齿蟾的幼体。 红点齿蟾不是鱼， 属两栖纲、 蟾科。 此前，
我省仅在张家界市永定区沅古坪镇发现过该物种。 红点齿
蟾的发现， 为研究当地喀斯特溶洞地质演化历史、 溶洞穴
居的珍稀生物的生长和繁殖提供了真实样本。

桃江一小汽车
坠入资江
1人获救，3人失踪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杨军 ）
记者今天从桃江县委宣传部了解到，4
月10日零时10分许， 桃江县沾溪镇洋
泉湾村人熊第明驾驶一辆牌照为湘
HLB006的大众捷达小汽车， 与刘某、
王某、胡某 (3人均为女性 )到该县大栗
港镇区吃夜宵，回家途中，在资江沿江
公路大栗港镇老街河段坠入资江河中，
车上4人全部落水。 熊第明被救安全上
岸，其余3人失踪。目前，驾驶员熊第明
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以强带弱 共同富裕
长沙县区划调整改革共合并减少76个建制村，减幅达40%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
员 曹斌）4月7日，长沙县召开县政府常务会
议， 正式审定和批复了全县建制村合并方
案。该县合并村工作涉及14个乡镇（街道），
共合并减少了76个建制村，减幅达40%。

“长沙县此次区划调整改革中并村的最
终目的是‘强村、 富民’， 促进全县共同富
裕。”长沙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周习彬介
绍，各街镇按照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强村带
弱村、大村带小村、富村带穷村”的原则，在
调查研究、充分论证、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
见的基础上， 重点合并党组织软弱涣散村、
信访维稳问题突出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和空
壳村，通过优化布局、资源共享，推动共同发
展。

果园镇双河村的“浔龙河生态小镇”是
我省城乡一体化建设样板工程，该村以小城
镇建设为载体， 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农

产品加工业、休闲旅游业，村民通过土地流
转、集体经济项目致富，家家户户住洋房、开
小车。今年，该村铺开新的发展蓝图，与潇湘
电影集团、 北京电影学院等达成合作意向，
筹划建设水墨潇湘影视主题乐园等一批项
目，却苦于土地开发达到饱和，发展受限。而
相邻的红花村是个纯农业村， 没有任何二、
三产业，有着广阔的待开发土地，在政策引
导下，两个村“一拍即合”，合并为浔龙河村。
如今，麦咭启蒙岛乡村儿童游乐园项目已在
原红花村的土地上开工建设， 预计今年5月
开园。

对于百姓最关心的撤并村的公共服务
和基础设施问题，长沙县提出“两增加两不
减少”原则，即增加村级基础设施投入建设、
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 村级运转经费不减
少、村级公共服务设施不减少，原有学校、卫
生院、便民服务点一律保留。

周云武

行政村的合并 ， 记者认为也
是一种结构调整 。 这种调整 ， 整
合区位优势 、 地理优势 、 资源优
势 、 文化优势 、 人力优势 ， 弥补
结构性缺失 ， 使经济运行更科学 、
社会管理更高效、 产品结构
更合理 、 供给与需求更平
衡。 像长沙县的做法， 强村
带弱村、 大村带小村、 富村
带穷村 ， 是这种结构调整
的生动写照。

调结构 ， 说起来简单 ， 具体
操作起来很难 。 行政村的合并 ，
哪些该合 ， 哪些不该合 ， 哪些要
整合 ， 需要理智 、 科学 、 精细地
操作 ， 不能一刀切 ， 更不能 “拉
郎配”。

全省各地区划调整改革行政村
合并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须在
今年6月30日前完成 。 长沙县走在
全省前列 ， 已全面提前完成 ,这对
供给侧改革， 对各行各业的结构调
整， 有所借鉴和启迪。

短评

也是一种调结构

村支书
激情演讲“抢”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建国

4月10日9时，江华小圩壮族乡矮岩
村村支书刘定学宣布：“‘三月三·赶歌圩
赏木棉’活动开始！”

顿时，锣鼓喧天，舞狮欢腾。身着节
日盛装的壮族同胞们载歌载舞， 附近的
瑶胞也跳着长鼓舞前来助兴。 游人们喜
笑颜开，现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月9日， 小圩壮族乡突降暴雨，“三月
三·赶歌圩赏木棉” 活动10日才达到高潮。
刘定学告诉记者：“原清塘壮族乡是全省唯
一的壮族乡，去年与小圩镇合并成小圩壮
族乡。”近年，该乡“三月三”赶歌圩、办歌会
民俗，和大龙山、黄龙山、姑婆山连片盛开
的木棉花，成为吸引游人的精美“名片”。这
时，只听到该乡贝家村漂亮的壮族阿妹唱
道：“三月松树发新枝 ，哥妹结伴赶歌圩 ，
山歌越唱心越甜 ， 木棉树下两相依……”

歌声刚落， 早有壮族小伙子对唱：“挑走水
担上高岭，汗水滴下像雨淋；得到情妹一句
话，千万重担哥嫌轻……”

“赏花喽！”对歌结束，120辆观光自
行车、60多辆自驾游车辆，排着长队有序
地从村里出发。一路上，小桥流水，似火
的木棉花尽收眼底。 广东连州市游客王
瑞说：“我们把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和
QQ群，大家都羡慕不已，这里美丽的‘春
色’哪还关得住哟。”

木棉花似火 情侣来对歌
———江华小圩壮族乡“三月三”小记

月岩“赏月”
4月10日，道县清塘镇月岩，户外运动爱好者从月岩顶部速降探险。月岩是一个巨型石灰岩天坑，外观如城阙，山体中空，宛如

“月亮”。其独特的地貌，吸引众多极限运动爱好者前来探险“赏月”。 何红福 何上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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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运动
可以让孩子更聪明
专家进社区“谈运动”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姚学文）你的孩子如果腿是内
八字、或者外八字，怎么办？你的孩子如果走路、坐姿等不端正，
你是不是很苦恼？如果感觉你孩子的智力，比同龄孩子发育慢，
你是不是正发愁？昨天在长沙岳麓区银星社区全新起航的沐苗
教育开业仪式上，来自省教科院、省体科所、长沙师范学院等单
位的专家提醒，这些不良习性和姿势，通过运动都可以改变。

省体科所支部书记、运动专家朱涛介绍，运动可以改变大
脑。12岁以下孩子身上的不良习性和姿势，通过科学、合理的
运动训练和教育引导，都是可以改变的。同时，运动还可以提
高孩子的思维发散性、思维流畅性、思维逻辑性、思维规划性
及立体空间思维等18种思维能力，从而让孩子变得更聪明。

作为长沙市多家教育科研机构联手打造的沐苗教育，着
力于运动改变孩子的理念，以孩子的智力、情商培养为基准，
以视觉、听觉训练为主，让孩子们通过几十种训练器材的玩
乐，刺激孩子的前庭、本体、视觉、触觉、听觉，有效提高和改
善孩子的学习力、专注力、人际交往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所有第一次来沐苗的孩子，我们通过科学仪器，都为其
进行机能测评，预测其体格发展和身高。”该机构的负责人张
志斌介绍，“然后， 制定非常个性化和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
实施个性化、针对性的训练和教育，通过运动和智力游戏，以
改变大脑，有效率可达90%以上。”

古代石刻拓片精品
长沙展出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李国斌）《清拓三老讳字忌日
记》《袁安碑》《秦峄山碑》等是极具价值的书法瑰宝，其拓片
齐聚长沙。9日下午，中国古代石刻拓片精品展在长沙市太平
街的荣宝斋（长沙）分店开幕。

此次展览共展出碑和造像拓片50余件，其中《清拓三老
讳字忌日记》《袁安碑》《秦峄山碑》《汉肥致碑》《北齐摩崖刻
经》等，皆是价值非常高的书法瑰宝。

《清拓三老讳字忌日记》现存西泠印社，全碑通计217字，
字画浑厚遒劲，书体介于篆隶之间。经鉴定，是东汉建武年间
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字研究价值，被
誉为“浙江第一石”。《北齐摩崖刻经》现存山东济宁，为北齐
大书法家安道一晚年的精品之作，其书体用篆书的笔法写隶
书，创造了极为宽博的书法体态。

展览时间至4月17日，观众可免费参观。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宁如娟

4月10日中午12时许， 一名男子在
邵阳市中心医院持刀伤人， 并迅速逃离
现场。 在市中心医院保安与大祥交警大
队民警的合作下，男子被成功制服，并被
扭送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男子持刀伤人，保安奋力追赶

市中心医院保安胡兴龙介绍， 中午
12时左右， 一名男子在门诊大厅内抢走
一名女士的手提包。事情败露后，男子将
手提包还给了女士。 在医院门诊大厅的
入口过道内， 被抢女士的丈夫将此事告
知正在执勤的保安， 表示应该将男子送
往保卫科。听到这句话后，那名男子突然
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 在女子丈夫身上
捅了一刀。捅伤人后，男子立即朝市中心
医院的东二门方向逃跑。

12时20分， 正在医院东二门处理事

情的保安胡兴龙看到， 一名男子手持凶
器在前面跑，两名保安正在后面追，并大
喊“抓住那个人”。“我马上就用呼叫机呼
叫同事，自己也追了上去。”随后，市中心
医院多名保安赶到现场， 与胡兴龙一起
追赶持刀男子。 从乾元巷一直追往宝庆
中路，并到达资江学校门口位置。途中，
保安多次想打掉男子手中的刀， 都没有
成功。12时30分，胡兴龙拨打了110报警。

交警英勇相助，行凶者被抓

杨雯淳是大祥交警大队的民警，当
天休息的他正驾驶自家车辆行驶在宝庆
中路上。路过资江学校门口时，看到路面
的吵闹场面后， 杨雯淳立即将车停在路
边，下车了解情况。很快，杨雯淳便接近
到持刀男子身边，赤手与其搏斗。最终，
在保安的配合下， 杨雯淳将持刀男子制
服在地， 并用随身携带的手铐将该男子
铐住。12时35分，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将行凶男子带回派出所。

13时50分左右，记者在邵阳市中西
结合医院见到杨雯淳， 其右手手臂上有
一处伤口，还未来得及进行包扎。右侧肩
膀上，还留有一片血迹。原来，受伤约1小
时后，在父亲的要求下，杨雯淳才来到医
院接受治疗。对于究竟是何时受伤，杨雯
淳表示自己也不能确定，“当时只想着要
将那名男子制服。” 与持刀男子搏斗时，
杨雯淳手中并没有任何器械， 回想起当
时的情形， 杨雯淳语气坚定：“虽然是赤
手空拳， 但我一点都不怕。 作为一名警
察，与歹徒搏斗是我的职业使命。”

在保安胡兴龙的右手手掌上，被
刀割出的伤口一样清晰可见。 在谈及
事情经过时， 胡兴龙说，“多亏那位便
衣交警出手帮助。” 对于自己的受伤，
却并不提及。 胡兴龙说，“作为医院一
名保安，维护安全是我的职责所在。”

15时，记者从市中心医院了解到，被
捅伤的男子正在该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
疗。目前，红旗派出所正在对该案件进行
调查。

4月10日中午12时许，一男子在邵阳市中心医院持刀行凶后逃
跑，交警杨雯淳、保安胡兴龙该出手时就出手———

尽责！保安一路猛追
勇敢！民警赤手擒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