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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
秉钧 通讯员 刘亮 廖龙标）“我们以微党课、
微平台、微传播的形式，推进‘两学一做’学教
活动。”6月14日，郴州市桂东县委常委、县委
组织部部长、 统战部部长刘真介绍， 该县以
“田间党课”、“板凳党课”、“十分钟党课”等形
式，不限时空讲党课，受到农村党员欢迎。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为使之更

贴近基层实际、更富有实效，郴州市要求
各级党组织创新方式，讲好“微党课”、建
好“微平台”、做好“微传播”。各级党员领
导干部、专家学者利用会议间隙、走访调
研等时间，采取“板凳党课”、“车间党课”
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到田间地头、工厂车
间、农村党员家中，给基层党员上党课。各
地利用网站、微信、微博、QQ群、手机APP

等现代信息传播载体建好“微平台”，如
“红星郴州”、“林邑清风” 等微信公众号，
使之成为党员学习交流主阵地。该市不少
单位也因地制宜，利用读书吧、黑板报、宣
传栏以及开展知识竞赛等进行“微传播”，
方便党员随时随地接受学习教育，有力推
进了全市“两学一做”深入开展。

“微党课、微平台、微传播，把‘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从机关推向基层，基层党员学起来、
做起来都很方便。”郴州市委“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协调小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以“三
微”形式推进“两学一做”以来，全市各级党员
干部上“微党课”8900余人次，利用“微平台”
发布工作动态3.2万余条，赠送学习资料和笔
记本30余万册。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
员 吴国奇 肖晔）“精准扶贫”有模式没有？
不同的人恐怕有不同的回答， 各地情况不
同，要“模式化”也有难度。然而，湘乡市毛
田镇精准扶贫走出了可推广的模式。

6月16日，记者来到毛田镇毛田村贫困
户张军华的新房， 看到的是一张笑脸。“住
新房了，又加入了村里油茶种植合作社，一
年近8000元的收入， 几十年的穷根拔去
了。” 患有肺病且丧失劳动力的张军华说，
这得搭帮湘乡市精准扶贫之策。

扶贫责任到人。 走进一个贫困户家中
都能看到一张“脱贫攻坚帮扶联系卡”，上
面详细注明了贫困户的基本情况、 致贫原
因、帮扶单位、帮扶责任人、帮扶措施和脱

贫时间等内容。同时，联系卡上的内容还集
中张贴在村里的显著位置， 工作有没有落
实， 承诺有没有到位， 村民一看便心知肚
明。

产业扶贫， 合作社无条件向贫困户敞
开大门。毛田镇有薄荷、茶叶、油茶和养殖
四大产业， 还专门为贫困户成立了互助合
作社。今年70岁的王连江，老伴和儿子都患
有疾病， 之前仅靠他打理两亩水田维持生
计。今年，他以山地为股加入了毛田村薄荷
种植专业合作社， 并在合作社谋了份“差
事”赚钱，老人乐得合不拢嘴。毛田镇除了
制定产业扶贫政策外，形式多种多样，还制
定了包括教育扶贫、就业扶贫、保障扶贫、
社会力量扶贫、金融扶贫、行业扶贫和科技

扶贫等7个方面。 在毛田村和金田村采访
时， 记者感受到贫困户都对未来的生活充
满憧憬。

经摸底统计，2015年毛田镇有贫困户
1161户共3147人。经过近一年的脱贫攻坚，
目前已脱贫611户共1644人。湘乡市市委书
记胡海军告诉记者， 毛田镇精准扶贫模式
是可复制的，将全面推广惠及所有贫困户。
湘乡市３万余名贫困人口有望在今明两年
精准脱贫。

扶贫责任到人 形式多种多样

湘乡精准扶贫创造“毛田模式”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姜恬 曾翔 李梦湖）6月15日至16日，受高空低槽、
中低层切变和地面弱冷空气共同影响， 郴州市出
现了一次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强降雨过程。该市各
级各部门积极应对， 将强降雨造成的损失减少到
最低程度,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和库坝溃决现象。

据监测，5月15日8时至16日8时，郴州市平均
降雨44.8毫米，主要集中在郴州中部地区。最大
降雨出现在临武县三十六湾，达106.8毫米。全市
主要河流水位一度上涨， 但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北湖区仙岭、宜章县黄沙溪、资兴市杨洞、临武县
长河和万水洞等5座中型水库超过汛限水位，其
他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以下。强降雨造成永

兴、苏仙、北湖、宜章、汝城、资兴等6个县市区30
多个乡镇受灾， 受灾人口达6万多人， 转移安置
3119人，农作物受灾1.2万亩。

为防汛抗洪，6月14日，郴州市就启动防汛
Ⅲ级应急响应，停止高空、矿山和水上作业，各
类学校根据汛情适时安排停课，疏散师生。6月
15日晚，郴州市主要领导坐镇防汛会商室指挥
调度，并与11个县市区进行视频连线，要求各
地保持高度警惕，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全市各
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连夜深入一线救灾。永兴
县所有县级领导全部下到乡镇，组织迎战强降
雨。苏仙区党员干部走在前头，抢修出现滑坡
的道路，安置受灾群众。

郴州：暴雨致6万多人受灾
已转移安置3100多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任泽旺

6月16日凌晨1时， 江永县境内大雨倾盆。正
在该县潇浦镇向光村抗洪抢险的镇干部得到消
息：该村房屋单独建在潇水河边的何青青家四周
被水围困，屋里已经进水，一家7口被困。

该镇武装部长何国龙立即带领救援队赶
到。洪水还在上涨，何青青家的简易砖房随时
有可能倒塌。他家已经断电，仅有一束手电光
射向空中，发出求救信息。

何国龙等短暂商量，安排几名村民把大家
所带的电筒依次照向“孤岛”，形成一条“光带”，
方便救援的同时， 给困在洪水中的一家人信
心。何国龙与镇干部张武、欧阳龙飞、何祥禄、宋
文斌和向光村支书何清建，抓着一头固定好的

绳索，涉水走向何青青家。
救援队没走多远，洪水没过腰际。突然，

何祥禄脚下一滑，倒在洪水中险些被水冲走，
救援队乱作一团。第一次救援失败。救援队调
整好队员之间的行走距离， 再一次努力向何
青青家靠近。10米、8米、6米……大家深一脚
浅一脚，终于抵达何青青家。

救援队首先把绳索的另一端固定在何青
青家，然后，每人背着一人抓着绳索返回，先后
将何家6人救出。大家到达安全地点后，何国龙
再返回救何青青老人。眼看还有几步就顺利返
回，固定好的绳索突然被水冲断，大家迅速跳入
水中，把两人救了上来。

刚安顿好何青青一家，救援队又接到该镇何
家湾村的救援电话， 大家迅速赶到何家湾村，把
周盐华一家5口、周文珠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手电光求救，“孤岛”上一家7口脱险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何勇

“山塘溃堤险情基本消除，抢险取得阶段
性胜利。”6月16日凌晨4时30分许，听到这一消
息，参与株洲云龙示范区五间塘抢险的市区干
部和武警官兵发出欢呼声。 因为实在太累了，
很多人就地靠着山体、树干，酣然入睡。

“在险情没有彻底消除前， 我们不能懈
怠。” 一脸疲惫的云龙示范区党工委书记蔡周
良仍保持着清醒。他算了算，自6月15日8时山
塘险情爆发，应急人员与当地群众已忘我奋战
20小时。

及时应对
6月14日晚至15日上午， 云龙示范区遭遇

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降雨量达257毫米，区
内多处出现不同程度险情。

“不得了啦，五间塘的水满了，护堤快垮啦！”
6月15日8时许，云龙示范区学林街道响塘社区杨
家桥组组长宋干劲例行巡查时，发现社区最大的
山塘五间塘蓄水超警戒水位，马上报险情。

五间塘修建于1958年，已运行58年，库容
约8万立方米。

株洲市及云龙示范区防指第一时间派人，
对五间塘进行实地勘查并开始抢险。但五间塘
水位持续上涨，至上午10时许，已漫过护堤溢
出，护堤出现塌方。

云龙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付
访华等决定， 成立五间塘抢险临时指挥部，调
集应急队员50名、公安干警30名以及区、街道、
社区干部50名，与市防指增援力量一起，全力
以赴抢险。在组织转移附近群众的同时，开挖
口子泄洪并对有安全隐患的区域设置警戒线。

多方增援
“如果护堤垮塌，将直接威胁下面数百户

居民生命财产安全！”15日下午2时， 云龙示范
区党工委书记蔡周良赶到五间塘坐镇指挥抢
险。 他不断询问：“群众是不是全部转移了？我

们一定要确保不出现一人伤亡！”
“装备是否到位？人手够不够？市委、市政

府全力支持云龙示范区抢险！”15日下午4时，
株洲市委常委、 副市长杨玉芳也赶来参战，当
场协调请求株洲武警支队调派官兵支援抢险。
100名武警官兵迅速赶来， 挑起护堤塌方体下
方打桩加固重任。

令人措手不及的是，护堤开始出现第二个
垮塌点，并伴有管涌。考虑到护堤随时可能决
堤，为避免出现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指挥
部只好要求武警官兵分流人员填装砂石袋，准
备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增派区里干部，深挖拓
宽泄洪通道，加大排水量。

激流勇进
泄洪口水流倾泻而下，响声隆隆。可上游

洪水仍在向五间塘汇聚，水位下降很慢。至15
日晚上10时30分，水位才下降1米左右。护堤掉
落的泥土越来越多， 塌陷的洞口越来越大，管
涌水量来势凶猛， 整个护堤垮塌危险极大，在
场的人捏了一把汗。

现场指挥长付访华擦去额头上的汗珠，声
嘶力竭地追问：“龙母河下游沿线1200多名群
众是否全部撤离？有没有撤离后又返回的？”他
要求村干部组织人员再次逐户清查。

“同志们，抢险已到最关键时候，成败在此
一举！请全体干部、公安干警以及负责后勤保
障的同志全部上阵，装填砂石，一定要稳固好
护堤，不让泥土继续崩塌！”付访华号令一出，
全体人员奋勇向前，激流勇进，忘我排险。

响塘社区松家冲组组长倪飞跃系上安
全绳索， 咬紧牙关跳入泄洪口湍急的水流
中，深挖泄洪口。一旁的市水务局副局长罗
海林等3人死死拉住绳索， 生怕他被水流冲
走。

机器轰鸣声、加油鼓劲声、泄洪水流冲刷
声，响彻五间塘山谷。一个个砂包从山边越过
泄洪口，飞向护堤崩塌的洞口。大家并肩战斗
至16日凌晨4时30分， 护堤洞口终于被砂石袋
填上，山塘水位下降了近2米……

惊心动魄20小时———
抢险“五间塘”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尹超 通讯员 王文平 彭金龙 聂
成)“心率90，血压112/82……”近
日， 澧县火连坡镇金山村卫生室
医生覃协东带着“健康一体机”，
登门为打工回家的村民孙玉华进
行健康检查。从检查到结果出来，
用时不到20分钟。 孙玉华感叹，
村卫生室设备好，体检、看病方便
快捷。

近年来，为让村级卫生室挑
起守护百姓健康的“大梁”，澧
县加大投入， 完善村级卫生室
硬件、软件设施，真正实现“小
病不出村、 未病早预防”。 县财
政每年安排300多万元，专门用
于村级卫生室基础设施建设 。

目前，全县551个村卫生室实现
了诊断、治疗、处置、观察、药房
“五室分开、合理布局”，基本医
疗器械及“健康一体机”分批配
备到位。同时，注重加强村医技
能培训，实施“村医培养工程”，
并在村医待遇等方面给予政策
倾斜与资金补助。

澧县还将“未病早预防”作
为公共卫生服务的一项重要内
容来抓，专门出台相关方案，就
居民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等12
大项进行细化落实，搞好预防。
并强化日常督查， 将预防工作
纳入年度考核。 农村居民每年
可获免费体检， 还建立了健康
档案。

微党课 微平台 微传播
郴州“两学一做”贴近基层

洪水中的
橘子洲公园

6月16日16时，
空中俯瞰长沙市橘
子洲，其犹如一叶扁
舟漂泊在滔滔江水
之中。

湖南日报记者 童
迪 摄

小病不出村 未病早预防
澧县村级卫生室挑百姓健康“大梁”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6 月 16 日

第 2016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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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1040 4253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36 173 161928

0 1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6月16日 第2016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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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0111792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6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393248
7 10684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98
76527

1304173
8434479

60
2735
48631
302526

3000
200
10
5

1110 11 20 21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