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金慧 戴思）8月
13日，“晨曦之家”公益托管中心在长沙市
天心区成立。 书院路社区与天心区民乐社
工服务中心通过“三社联动”(社区、社工、
社会组织），为社区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

和贫困家庭儿童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专业
社工、 志愿者和专业心理咨询师一起陪着
孩子们做手工、开展趣味运动、参加公益实
践活动，引导并帮助小学生度过安全、快乐
有意义的假期。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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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记者 李文峰）“以
美好孕育美好，用善良激发善良”。株洲市十
分注重发挥“身边好人”作用，以他们的事迹
和精神影响身边人， 形成了向善尚好的良好
氛围。今天，记者从该市有关部门了解到，自
2008年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
以来，该市已有近100人入围“中国好人榜”，
其中35人登榜。

据介绍，株洲市35位登榜“中国好人”中，
有诚实守信好人朱飞锦、 助人为乐好人刘朝
华、孝老爱亲好人刘爱香、见义勇为好人刘家
俊、敬业奉献好人何遥等。当中助人为乐类好

人有13位，除了广为人知的“疯狂义工”唐先
华、“快乐鸟”郭强、“无声警察”陈国营外，还
有何新建、苏虎等许多默默奉献的普通人。

为营造学习好人、向好人看齐、学习好人
的良好氛围，株洲市常年举办道德模范、感动
株洲十大人物评选等活动。同时，为充分发掘
“身边好人”正能量去影响身边人，组织“身边
好人巡讲团”，深入机关、企业、乡村、社区和
军营，广泛开展巡讲巡演活动，大力倡导社会
文明新风。在“身边好人”的影响带动下，全市
共注册志愿服务组织800多个，涌现志愿者50
余万名，他们常年提供尊老爱幼、帮困助残、

环境保护等志愿服务。
“中国好人”苏虎曾是一位户外健身爱好

者。2009年初，他和一批“驴友”在炎陵县策源
乡了解到，有一些贫困家庭没钱供小孩读书，
当即在户外健身群中发出倡议， 并坚持筹款
资助达7年。苏虎和他的爱心助学团队累计筹
款50多万元，资助贫困学生80余人次。

“身边好人”影响身边人
株洲市35人登上“中国好人榜”，全市涌现志愿者50余万人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记者 白培生 李秉
钧 通讯员 尹振亮 陈介曙）8月12日晚，在中
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嘉禾县
文化馆演员演出了嘉禾地方花灯戏《留守嫂
子》，赢得评委肯定和观众点赞。

嘉禾县文化底蕴深厚， 是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湘昆剧发祥地， 嘉禾民歌伴嫁歌
素有“北有兰花花，南有伴嫁歌”之称。近年
来，该县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的办法，狠抓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创新。
先后举办了面向全国的嘉禾民歌（词曲）有奖

征集大赛、 嘉禾民歌研讨会等， 整理出版了
《嘉禾伴嫁歌》《嘉禾花灯》《嘉禾戏曲》 等专
集，每年举办8至15场民歌汇演大赛，并推动
嘉禾民歌进课堂，拓宽了嘉禾民歌传承渠道。
2010年前整理的嘉禾民歌只有1300多首，现
在增加到了2100多首。同时，组建禾仓演艺有
限公司，每年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排练一台具
有嘉禾特色的民歌民俗剧、 花灯小调及现代
音乐小品等。嘉禾创作的小品《屋顶上》《老憨
进城》《摊灯》及花灯戏《九妹出嫁》等分别获
得国家级、省级奖；昆剧演员郭卫民演唱的嘉

禾民歌《半升绿豆》获得中国梅花奖。今年1月
1日，嘉禾县编排的小品《街头轶事》在央视戏
曲频道上演。

墙内开花香内外。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
乐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把嘉禾民
歌伴嫁歌编入教材 ，教学生传唱 。电影《芙
蓉镇》《山道弯弯》及电视剧《梦牵故乡》《乡镇
锣鼓》等影视作品中，均采用了原汁原味
的嘉禾民歌。近年来出版的《中国歌谣集成》
《中国民歌》《中国曲艺志》等，均收入大量嘉
禾民歌。

“土”文化登上大雅之堂
嘉禾小品、花灯戏上了央视，伴嫁歌入高校教材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 （陈新） 从今天
起，长沙市停止核发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
这意味着车主不用再去领取环保标志了。

据最新统计，至今年上半年，长沙市机
动车保有量达218万辆。从2013年12月1日
起， 长沙市各机动车检测站和政府政务大
厅向车主免费核发机动车环保标志， 已累
计核发238.2万套。按照以前的规定，对没

有取得有效环保标志而上路行驶， 或未取
得绿色环保标志而进入限行区域的机动
车，由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处罚。

停止核发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后，机动车尾气检验仍然进行，且不影响黄
标车淘汰进程。根据要求，排放水平低于国
Ⅰ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国Ⅲ排放标准的
柴油车将在2017年底前基本淘汰。

长沙停止核发机动车环保标志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初秋的洞庭湖，持续37℃高温。岳阳
市江豚保护协会巡逻队冒高温下湖巡护
江豚。8月12日，人民日报社湖南分社社长
刘磊率人民网专题部主任杨国强等，奔向
洞庭湖，当一天志愿者，就晒成了“关公”。

江豚是长江水生生物旗舰物种，处于
极濒危绝境。2011年末， 湖南日报岳阳分
社记者徐亚平组建我国首支民间江豚“近
卫军”———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今年8月
初，刘磊与江豚保护协会取得联系，相约
一起下湖护豚。

当天一早，徐亚平领着志愿者及北京
101中学学生豚迷黄煦寰， 与岳阳市渔政
站站长田名光、书记卢益卫等，和刘磊一
起，下湖观测江豚。“近5年来，协会强力开
展29项保护江豚行动。” 徐亚平说，“协会
的行动引起了各级党政领导和部门的高
度重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保护江
豚的志愿者越来越多了。”

卢益卫介绍：“近年来，省、市对洞庭湖

生态治理下了力气， 加大了打击非法捕
捞、非法排污和无序采砂的力度。江豚保
护协会也做了大量工作。目前江豚数量已
接近100头。”

10时许，东洞庭湖河口水域，不到1平
方公里的芦苇荡里，停泊着10多户渔民的
“连家船”。“政府为渔民建了渔民新村，为
什么没有上岸？”刘磊问。田名光表示，政府
出台了就业扶持等惠渔政策，鼓励渔民上
岸；不少渔民的家当都在湖上，岸上没有
生计，上岸仍是个难题。

12时许，洞庭湖新沟闸水域，正在巡逻的
江豚协会志愿者范钦贵、万朋举、付锦维、刘
青林，与徐亚平等会师。范钦贵报告：不远
处发现一个网围。徐亚平迅疾向田名光、卢
益卫通报。日晒夜露，志愿者个个成了“黑人”。

“要宣传好志愿者中的典型，加大宣
传洞庭湖上官民合作护江豚力度。” 刘磊
感动地说，“志愿者的付出让人感动。”

舟行至君山壕坝水域，刘磊得知再次
进入江豚活动区， 立马跑到船头寻找江
豚。大家发现，他的脸已晒得通红。

洞庭湖上黑“关公”多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颜石敦 陈伊乐

“哗、哗、哗……这样的活动真棒！”8月
11日晚， 郴州市“邻里文化节暨全民健身
周” 活动在该市北湖区北湖街道友阿广场
举行。跆拳道、太极剑、足球秀，一个个节目
精彩纷呈；跳绳、踢毽子、投篮等比赛异常
激烈，现场掌声如雷。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今年又恰逢
里约奥运会。为提高人民身体素质，郴州市
举行为期7天的“全民健身周”活动。

当晚，友阿广场灯光闪烁，热闹非凡。
年过花甲的周瑶芬老人，身手矫健，带领一
班姐妹，为居民表演了一套太极拳，赢得大
家阵阵喝彩。

“来，大家一起来，比一比看谁跳绳跳得

多。”在主持人的号召声中，不少居民上场一展
身手。小伙子邓昆帛挽起裤腿，连跳了100
多下，累得满头大汗，才依依不舍退下阵来。

据活动组织者周圣恒介绍，“全民健身
周”只是“邻里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每个
月， 他们都会结合国家的一些重大节日开
展相关主题活动， 并指导社区居民挖掘身
边爱国爱郴、家风家教、诚信友善等好人好
事，自编自导文艺节目在社区上演。

北湖街道浏星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廖建
华说，“邻里文化节” 活动为街坊邻居送去
了“文化大餐”，又培育了文明新风，有力促
进了社区文明创建工作。

据介绍，郴州市“邻里文化节”活动自
去年7月份启动以来， 共走进20多个社区
开展相关主题活动30余场，受到居民的热
烈欢迎。

“邻里文化节”受热捧

8月15日， 泸溪县浦
市镇，村民在荷塘表演节
目，纪念中元节。该县以
荷花为媒介，以文化为平
台， 挖掘民俗旅游资源，
推进文化与经济的深度
融合。
向晓玲 张克宁 摄影报道

荷香醉心扉

湖南日报8月16日讯（姚学文 罗
雅琴 管娟）今天，2016年长沙市雨花
区高端楼宇专题招商推介会在上海举
行，签订了智能制造北斗导航机器人、
中铁上海设计院、保利商业地产、屈臣
氏等9个项目开发合作协议。

围绕“楼宇去库存”，这次雨花区9
家商务楼宇、1家工业楼宇与上海相
关企业进行了面对面洽谈 。“这里
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 签约来雨
花区投资的上海宝湾物流控股有
限公司总经理舒谦介绍，其项目选址

长沙现代电子商务物流园， 位于长沙
主城区，毗邻京珠高速，拥有高铁、航
空、高速公路、城际轻轨、城市地铁立
体交通网络。

来沪招商引资的同时， 雨花区也
招才引智。机器人领域权威专家、上海
交通大学研究员刘品宽教授将携纳米
微定位技术、 微操作机器人等高精尖
技术到雨花区经开区创业。

雨花区赴上海招商引资引智
签约北斗导航机器人等9大项目

“三社联动”温暖留守儿童

（紧接1版）在圭塘河畔，就建立了雨花
区首个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基地———汇
艺文创中心。该中心去年投入运营，已
聚集数百家文化企业。 湖南省演艺集
团总部、 湖南思齐文化教育集团总部
等多家龙头文化企业签约入驻， 一批
有创意的小微企业借助平台“孵化器”
迅速壮大。

目前， 雨花区以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为核心，沿湘府路东西延伸，一段两
公里长的文化产业“黄金走廊”正徐徐
展开。新鲜出炉的雨花区“现代服务业
核心片区规划”显示，湘府路两厢将打
造成为一条金融、 文化创意、 电商走
廊。如今，以基地为核心，由德思勤城
市广场、潇影大厦、长沙新广电中心等
共同构成的“楼宇圈”，已逐步凸显“文
化价值”，走进人们视野。

培育新沃土

对于雨花区来说， 文化产业发展
之路并不平坦。几年前，文化产业滞后
一直是雨花人心里的痛。

在经济转型发展征程中， 雨花人
有诸多引以为傲的亮点：短短10余年，
全区财政收入由建区时全市城区倒数
第一，跃升全国中部城区前列；经济形

态由农业经济， 快速转型为以现代服
务业为主体的经济， 并努力向着中国
中部现代服务业中心迈进。

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 全区文化
产业却一度滞后。2013年前， 雨花区
文化产业增加值排名在长沙市垫底。

为拉长文化产业短腿， 雨花区制
定出台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扶植奖
励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政策，明确规
定文化企业入驻雨花，可享受3年税收
全额返还、税收贡献奖励、高达80%的
租金补贴、高管奖励等，扶持力度甚至
超过沿海发达地区。

文化产业规划及时出台。 根据规
划，雨花区将加快湘府路两厢开发，规
划建设中部金融中心、国际会议中心、
世界名品中心、国际时尚中心、文化传
媒中心、 现代物流中心、 湘雅健康中
心，建成“十里长廊、百座楼宇、千亿产
值”现代服务业“黄金走廊”。在“黄金
走廊”核心位置，创造性建设区内两个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以商务楼宇为载
体，吸引全球有实力的文化企业入驻，
培养文化产业健康快速成长的沃土。

走出新路子

非遗，历史沉积的宝贵财富。但随

着社会快速发展， 艺人难以靠传统手
艺解决好生计问题， 非遗传承与发展
面临困境。但在雨花区，破解这样的困
境有了新的思路。

去年， 外地手艺人郭存勇来到雨
花区，拿出5000多万元钱，依托雨花
红星木雕城， 全力打造雨花非遗馆。
郭存勇的举动得到雨花区委、 区政府
全力支持。 区里不仅在项目立项等方
面为他开辟“绿色通道”，还在资金、人
才、 宣传等方面给予支持。 依托非遗
馆， 区里还将在红星商圈打造非遗特
色文化产业街区， 逐步形成中部地区
最大非遗项目集散地、 传承地、 销售
地。

郭存勇的故事， 是众多来雨花区
创业的文化大咖们的缩影。去年4月26
日，一个具有文化、旅游地标意义和国
际龙头地位的品牌企业———德思勤·
四季汇购物中心， 在雨花区文化产业
聚集区湘府路揭开神秘面纱。如今，这
里已成为长沙南城区一块文化消费的
热土。

据统计，目前，雨花区共有文化企业
1800多家，数量居长沙城区内5区第一；
今年上半年， 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39
亿多元，占GDP比重为7.69%,较2013
年大大增加，在5区排名中列第二。

精彩“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