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禾连降暴雨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娄歆月

“我希望社区活动在下午开展，这样
可以晒晒太阳，少打点麻将。 ”“我希望咱
们社区能多开展一些健康养老方面的讲
座，对我们老人很有用！ ” 4月28日，一场
饱含和谐气息的“居民说事”面对面活动，
在长沙市雨花区曹家坡社区举办，40名参
与活动的居民代表围坐一圈，你一言我一
语争相发言，为和谐社区建设出谋献策。

居民聚集一起议“大事”，在曹家坡社
区已不新鲜。去年5月11日，社区党总支和
“民意快线”工程群工站创全市之先，推出
“居民说事”，现已成为一大品牌。 社区在
居民楼设立12个“居民说事箱”，公开居民
说事热线及微信二维码、建立“居民说事
QQ群”，在社区办公地设立“居民说事吧”
等等，畅通居民心声。还设立“金点子奖”，
奖励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

每月28日召开“居民说事议事会”，约
请相关当事人、 社区党员和居民代表、相
关单位和职能部门人员，集中“说事”，对
社区的“大事”进行商讨。 能解决的，社区
立即想办法解决。 一时解决不了的，大家
一起想办法、商对策。 目前，共召开“居民
说事议事会”11次， 收集各类建议130多
条，件件得到落实。

4月12日， 居民殷莲芝反映她所住的
宿舍楼道内灯光昏暗，看不清路，希望社
区能安装些太阳能楼道灯。社区城管专干
当天便联系维修人员， 为其装上了楼道
灯。 4月18日，居民周先生反映，曙光路居
民楼道垃圾站，与长房天翼未来城小区之
间的2米宽空地上， 堆满了废品， 不仅脏
乱，还鼠害成灾。 社区城管专干当即与周
先生一同来到现场，不仅要求垃圾站立即
处理干净， 还联系投鼠药公司在此投药，
治理鼠害。

“居民说事”，“说”出了居民关注社区
事务的热情，也“说”出了社区的和谐。 如
今， 社区每次的议事会报名者都很踊跃，
社区还被雨花区推荐为长沙市文明示范
社区创建单位。
■短评

把基层自治权
交给群众

姚学文

社区（村）究竟该如何建设好？居民家
里的困难该如何解决？ 曹家坡社区通过
“居民说事”， 来寻求解决问题的良策，这
是把基层自治权交给群众的一个生动例
证。

社区，说起来不大，但工作千头万绪。
作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管理好社区很重

要。 一个社区管理得好不好，不仅关系到
社区的和谐与稳定，而且还会影响整个社
会的和谐与稳定。 社区的事情，说起来也
很小，有些甚至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但往
往不能轻视，它与每个百姓、每个家庭的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关乎众多家庭的幸福
和快乐。

社区管理，完全依靠社区居委会几个
人恐怕很难，挖掘居民的智慧，激发居民
参与管理的热情，就显得极有意义。 放手
把基层自治权交给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
见和建议，既能和群众沟通心灵，又能寻
找到更好解决问题的良方，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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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蒋施龙 艾志飞）5月4日下午和
5月5日凌晨， 永州市道县四马桥镇、蚣
坝镇等地两次遭遇龙卷风袭击。 暴雨、
风灾给当地群众特别是中小学校造成
了严重损失。

5月4日16时40分许，该县四马桥、
蚣坝等乡镇遭受持续10分钟左右的龙
卷风和特大暴雨袭击。碗口粗大树被拦
腰折断或连根拔起，46个行政村电力中
断，农作物大面积受损，100多栋房屋遭
损毁。 由于当时正值下午放学，四马桥
中学和后江桥小学的5名师生不同程度
受伤。四马桥中学校长黄海平见突发大
风，立即赶往教室组织学生疏散，进入

教室时被破碎的玻璃划到头部和手臂。
他一边流着血，一边与学校教师组织学
生避险，并把两位受伤学生第一时间送
至医院救治。同时还及时联系受伤学生
家长赶往医院。

龙卷风和特大暴雨， 造成道县一
小、明达学校等多所学校紧急停课。 四
马桥镇四马桥小学、四马桥中学、杨家
小学，蚣坝镇后江桥小学等学校校舍和
其他设施设备等损毁严重。

灾情发生后，该县迅速组织2000余
名各级干部，深入灾区组织抢险救灾、慰
问群众。消防官兵、民兵应急分队队员迅
速出动， 与各级干部一道赶到内涝灾害
地点，先后成功救出10余名遇险群众。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邓和明） 5月5日至6日， 嘉禾
县连降暴雨， 降雨量最大地区达92.1
毫米， 全县大部分地区遭受不同程度
灾害。

据统计， 至5月6日上午10时， 嘉

禾县受损水稻约1225亩、 烟田8770
亩、 其他农作物3210亩， 53间房屋被
淹， 山体滑坡造成公路18处交通受阻。

灾情发生后， 嘉禾县各级领导火
速分赴各地， 指导抢险救灾， 帮助受
灾群众把损失减到最低。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熊远帆）光
纤本来是用来传输通信数据的，如今一群
长沙创客将它改造成类似人类“神经元”
的网络，由它组成的监测系统，能对灾难
发生前的异常情况做出判断和预警。“有
了这种系统，诸如天津危险品爆炸这样的
事件发生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记者今日从长沙经开区三一众创孵化
器在孵企业———湖南光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获悉， 由他们自主研发的智能型光纤安
防预警系统，在本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
经专家团严格评审一致通过， 荣获本届日
内瓦国际发明展最高奖———金奖。

据了解，由光蓝科技吴东方博士研发
的智能型光纤安防预警系统，应用光纤传
感技术直接将传输光纤改造成“光纤神
经”，能够精确收集光纤上每一点的温度、

位移、压力、震动、气体浓度等变化，即时
感应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做出判断，在灾难
发生早期提前预警，控制危害的影响。

“这套系统应用很广，既可以用于铁路、
管线、桥梁等安全监测预警，也可以用于诸
如危险品储存仓库的监测。 目前，因为欧洲
反恐形式的严峻，也有欧洲企业和我们进行
了接洽用于反恐。 ”总经理屈毅介绍。

此外， 光蓝科技团队经过多年研发，
将系统探测距离由国际主流的60公里延
伸至132公里， 创造了光纤探测长度的世
界纪录。 系统前端不需要用电，仅需要一
束激光在数秒钟之内便可完成100多公里
的探测，在沙漠、水下，地下等条件恶劣区
域均可使用。 现在国内部分铁路、油气管
道、边境线、城市地下管廊等项目已开始
使用光蓝科技的光纤预警系统。

光纤变“神经元”用于灾难预警
长沙创客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通讯员 凌应良 任纳 记者 周怀立）
“如果薪资待遇不差太多的话， 我会选择在株洲工作吧， 离家
近一些。” 曾在省外工作过的凤凰县青年小石， 现场与某用人
单位达成在株洲工作的初步就业意向。 今天， 一场由株洲市
在凤凰县举行的贫困劳动力转移专场招聘会如期举行， 招聘
会现场求职者达800余人， 其中达成就业意向的317人。

东西部联手扶贫劳务输出是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的要求。 为此， 株洲市以就业扶
贫、 创业扶贫为切入点， 积极推动株洲、 湘西劳务输入
输出脱贫对接工作。 5月5日， 在株洲市副市长毛朝晖带
领下， 株洲市人社局牵头组织23家企业来到泸溪县、 凤
凰县， 在贫困劳动力转移专场招聘会上， 共提供涵盖建
筑、 餐饮服务、 房地产等行业500多个就业岗位。 其中，
5月5日， 有188名泸溪县务工人员与株洲市相关企业达
成就业意向。

据统计， 当前在株洲务工的湘西籍贫困劳动力有
3823人。 据株洲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 株
洲还将加强地区间劳务合作对接、 落实各类补贴、 健全
社会保障体系、 均等提供公共卫生和教育等， 对已在株
务工和即将来株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你有人 我有岗
株洲组织23家企业到湘西上门送岗位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通讯员 肖萍 记者 杨军） 5月4
日， 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市缉毒史上侦破的最大毒
品案———公安部“2014-469” 毒品目标案， 进行了一审
判决。 该案主犯杨必胜、 马应良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蒲万民、 贾铁军、
邓建兵被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顺清、 蔡小礼被判处无期徒
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起毒品案是益阳市目前缴获毒品数量最多、 涉案
人数最多的案件。 2014年9月11日， 益阳市公安局赫山区
分局禁毒大队经5个多月奋战， 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25
名， 缴获毒品16公斤， 收缴毒资40余万元， 扣押运输毒
品小车2台， 摧毁了一个涉及广东、 湖南、 山西3地的团
伙。

益阳最大毒品案
一审判决

长沙曹家坡社区：

“居民说事”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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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乃宝地
宾朋来“约会”
郴州打造湖南会展副中心， 会展经济年均
增长2成以上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颜石敦） “去年， 省政府把矿博会举办地永久落户郴州，
不仅能促进矿物宝石产业发展， 也将强力拉动当地会展
经济。” 5月4日， 在“魅力矿博， 世界共享” ———中外媒
体郴州行集中采访活动媒体见面会上， 郴州市委书记易
鹏飞表示， 郴州会展经济来势喜人。

郴州毗邻广东， 靠近港澳， 处于湘粤赣3省交界地
带， 区位交通优势明显。 为利用好各方面综合优势， 近
年来， 郴州提出打造仅次于长沙的全省会展副中心， 将
会展经济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来抓。 投
入6亿余元， 建成郴州国际会展中心， 总用地面积300亩，
可租赁展厅面积6万平方米。 同时， 配套建设郴州高新技
术产业园有色金属博物馆、 柿竹园矿物晶体博物馆、 地
质资源博物馆等， 全面搭建会展经济平台。

2013年， 郴州国际会展中心投入使用后， 郴州市引
进香港服务行业专业公司———笔克 （香港） 有限公司进
行运营。 借助其参与过奥运会、 世博会等多个城市的大
型展会组织运营工作经验， 郴州成功举办了首届湘南承
接产业转移投资贸易洽谈会， 并被省政府定为该节会永
久会址， 每年举办一届。

为服务好各类会展， 郴州市组建会展办， 专门负责
会展活动协调、 组织、 管理等工作， 全面规划全市会展
业， 并出台相关管理办法， 使郴州对外交流更加频繁，
举办的各种展览会、 展销会、 商贸洽谈会等逐年增加。
近两年， 该市会展经济年均增长20%以上。 去年， 郴州国
际会展中心就举办各类展会36场次， 其中第三届矿博会
吸引38万多人次， 完成交易16亿元。

道县遭遇龙卷风
校长带伤救学生

� � � � 湖南日报 5月 6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5月4日， 邵阳县发
布消息，去年以来，该县共为51个贫困村
安排安全饮水工程资金1725.86万元，建
成6个重点集中供水工程、31处小型分散
供水工程， 解决了农村8万余人安全饮水
问题。 至此，该县已为33.57万农村居民解
决了饮水难。

邵阳县地处衡邵干旱走廊，境内有46
万余农村人口存在饮水安全问题。 为解决

农村饮水难，近年来，该县积极向上争取
项目和资金，并采取地方政府配套、受益
群众自筹、 发动爱乡人士赞助等措施，大
力兴建各种供水工程。 至去年底，全县人
畜饮水工程总计投入1.898亿元，建成“千
人万吨”集中供水工程17处、重点集中供
水工程11处、小型分散供水工程55处。 去
年，还集中投入资金1600万元，对谷洲镇
自来水厂进行扩改，实现了集镇自来水全
覆盖，惠及近2万人。

“干旱走廊”解了渴
邵阳县33万村民喝上放心水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陈明桦） 5月5日， 常德市首个旅
游规划扶贫公益项目， 在位于乌云界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的桃源县沙坪镇赛
阳村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 常德旅游
外侨局与中合慧景 （长沙） 规划设计院
签订了关于此公益项目的合作协议。

近年来， 常德深入实施乡村旅游富
民工程， 创新智力扶贫方式， 引导旅游
规划资质单位义务为贫困村编制旅游规
划， 科学指导发展旅游业。 中合慧景将

免费对赛阳村旅游资源的挖掘利用、 产
品的策划打造、 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的配
套完善等方面， 提出切实可行的策划和
规划方案， 并建立长期联系， 为该村旅
游发展提供业务咨询和指导， 帮助更多
的贫困农民通过发展旅游业， 实现脱贫
致富。

当天， 中合慧景 （长沙） 规划设计
院的10名专家来到赛阳村， 正式开始
《常德市赛阳村旅游发展总体策划》
（2016-2020） 规划的编制工作。

常德启动首个旅游规划扶贫项目
“奇幻森林”

5月6日清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校园内出现“奇幻森林”，有狐狸、长颈鹿、熊
本熊、兔子、树懒等动物。 这是该校艺术学院环艺专业设计实践课的学生作品，课
程主题是城市景观陈设品设计。 邓建平 陈泽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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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96 1040 619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18 173 193414

9 63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杨亲福） 立夏时节， 新化
县奉家镇长茅界的映山红开了， 那一丛
丛的殷红， 一簇簇的粉红装扮着满是绿
色的植被； 长茅界的映山红， 因为都生
长在海拔1100米以上的高山湿地上而姗
姗来迟。 锦簇中喷吐团团光焰， 朝阳里
浸透着红霞， 把那万物生生不息的情怀
飘洒在刚到的夏风里。

长茅界是高山湿地， 总面积超两万
亩， 分属于新化县水车镇白源村、 荆竹
村， 奉家镇石坑村、 玄溪村、 竹湖村、
双林村、 大桥村、 茶坪村、 报木村、 月
光村， 是一片规模巨大的纯生态林山地，
拥有新化县的第二高峰。 长茅界的映山
红有好几个品种， 最显眼的是大红和粉
红。 无论何种红色的花朵， 它们的开放

或凋谢， 都展现了不同时期所蕴涵的美。
它们的生命平淡在长茅界的山山岭岭中，
千百年来没有被人刻意关注， 但它们并
没有因为无人欣赏而不灿烂， 也没有因
为冰雪覆盖而伤怀， 一心只为春夏之交
的生命来一次灿烂。 置身在长茅界的映
山红世界里，感受静谧、清幽和净洁空气，
心，跟随着随风摇曳的映山红飘荡，忘记
了尘世的纷扰，更让人明白，人和花的生
命一样，来时一缕风，去时一场雨，灿烂、
凋谢是自然， 只要曾经有过一瞬间的美
丽，生命的过程就没有遗憾。

长茅界石坑村的村主任叫邹今华。
2015年， 他筹资百万元修出了进长茅界
的10公里简易公路。 他计划通过招商引
资， 把长茅界开发成紫鹊界独特的后花
园。

岭上开遍映山红
新化奉家镇大片杜鹃花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