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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袁光宇 刘郁

邵阳市北塔区状元洲街道高撑社区居民
周明珠从1985年至今，对家中31年来的人情收
入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11月30日上午，这本
“人情账”被北塔区文化工作者意外发现。 抚摸
着这本带着岁月沧桑的“人情账”，北塔区文化
工作者和周明珠本人都感慨万千。

这是一本封面题有“金鱼日记”4个字的32
开本笔记本，一直被周明珠珍藏在箱子里。

1983年，周明珠从丰江村嫁到高撑村（今
高撑社区），开始以种水稻为生，1985年后以种
蔬菜为主。“种蔬菜十分辛苦。我记得那时每天
晚饭后摸黑去摘菜，然后给孩子洗澡，再把菜
洗干净，然后扎成一把一把的。 最后，自己洗
澡，还要洗全家人的衣服，深更半夜才能休息。

第二天天不亮，又得挑着菜去卖。 ”周明珠回
忆，“当时，日子还过得紧巴巴的，妥善管理好
家中的人情往来，是家庭主妇的必修课。 我是
当时为数不多的高中生， 想到了记账这个办
法。 ”周明珠说。

在周明珠的“人情账”里，详细记录着家庭成
员过生日、儿女嫁娶、乔迁等家庭喜庆活动的人
情收入。 最早记下的是周明珠的公公曾宪奎
1985年五十大寿时的人情收入。 在这份记录里，
周明珠将人情收入分为“钱、粮、物”3类。 收的礼
钱3元至22元不等；粮则五花八门，有米粉、饼干，
也有粮票；物则是肉、酒、布匹、蛋等。 送礼者有
“钱、粮、物”都送的，也有只送一样或两样的。

从1985年到1995年10年间， 周明珠家人情
收入都保持着“钱、粮、物”3个类别。1996年，周明
珠小女儿曾阿靓10岁生日时的人情收入，最后一
次出现“饼5斤”的记录。 此后，这本“人情账”上没

有了“粮、物”两项记录，人情收入全部为“钱”。
北塔区文化工作者发现，周明珠家的“人情

账”除了真实反映出邵阳百姓物质生活日益丰富
外，也生动记录了我国民间人情往来日益膨胀的
状况。 最明显的例子是，周明珠的小姑子周响玲
1985年出嫁时， 最高单笔人情收入仅32元、最
低5.2元；而周明珠的大女儿、小女儿和儿子分
别在2008年、2009年、2012年结婚时， 最高单
笔人情收入分别为608元、1080元、1208元，最
低分别为108元、108元、128元。 扣除物价上涨
因素， 民间人情往来日益增大的压力显而易
见。

此外， 从周明珠夫妇过30岁、40岁生日的
记录中， 也可发现人情收入急速上涨的势头。
1992年，周明珠夫妇分别举办了30岁生日庆祝
活动，最高单笔人情收入只有42元，而到2002
年过40岁生日时，这一数字涨到了208元。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徐小彬）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文明办获
悉， 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明网发布了2016
年11月“中国好人榜”， 上榜的109名“中
国好人” 名单中， 湖南有6人， 分别是“助
人为乐好人” 王源孝、 吴建川， “敬业奉献
好人” 钱超金、 安志， “孝老爱亲好人” 肖
自力、 李卫兵。

王源孝是广铁吉首车站的一名退休职
工， 他创立的“博爱家园志愿服务站”， 共
帮助残疾人14人， 帮助困难职工和家属35
人。 他还先后为汶川、 玉树、 舟曲等灾区捐
款1.27万元。 吴建川是永州市零陵区人， 从
2006年开始义务献血， 至今已累计献血达
4000毫升。 2014年2月， 他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 挽救了一名19岁少女的生命。

钱超金是常德市的一名公安法医， 20
年来共检验各类尸体1800多具， 临床法医

学鉴定6000多例， 法医物证检验鉴定1300
多起， 出具各类检验报告、 鉴定书8000多
份， 未出现一例差错。 安志是长沙市雨花区
东山派出所刑侦中队长。 2015年， 安志带
领刑侦中队破获刑事案件50余起，为群众挽
回经济损失近20万元。 今年7月25日，雨花区
东山街道发生一起劫持人质事件， 安志带人
在事件发生半小时内安全解救人质。

肖自力是长沙县国税局一名基层税管
员。 2006年，他的妻子突发疾病昏倒，从此全
身瘫痪，神志不清。 2013年3月，又再度复发，
成为“植物人”。 10年来，肖自力悉心照料，不
离不弃。 李卫兵是衡阳县南湾完小的一名教
师。 1991年，他的母亲因一氧化碳中毒，前后
卧病在床11年。 母亲过世后6年，他的妻子也
不幸中风瘫痪， 此后的1700多个日日夜夜
里，都是李卫兵照顾饮食起居、吃喝拉撒，在
当地传为孝老爱亲的典范。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陈勇）今天，
省民政厅向省慈善总会、省教育基金会等18
家慈善组织颁发了慈善组织登记证书。

近年来， 社会组织甚至个人以募集社
会资金从事慈善活动为名， 进行各种其他
活动的现象屡见不鲜，引起民众反感。 今年
9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明
确， 新设立的慈善组织可向民政部门申请
登记， 已设立的社会组织可向民政部门申
请认定为慈善组织。 依法登记满两年的慈
善组织， 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
开募捐资格。 省民政厅、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组织全省社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慈善法规
定，通过举办政策法规培训班等方式，提高

社会组织政策法律意识和规范化管理水
平。

经过社会组织申报， 省民政厅严格审
查，我省首批认定了18家慈善组织，除上述
两家外，还有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省佛慈
基金会、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湖南弘慧
教育发展基金会、 湖南省长沙洗心禅寺慈
善基金会、省文化艺术基金会、湖南爱眼公
益基金会、湖南太阳慈善助学基金会、湖南
省东方红公益基金会、 湖南省四叶草慈善
基金会、长沙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郴州市
教育基金会、长沙市教育基金会、益阳市教
育基金会、长沙县教育基金会、石门县教育
基金会。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陈薇)备受设计业
界和文化界注目的2016年首届湖南文创设计大
赛全球作品征集已经结束，4000余件作品参与奖
项角逐，涵盖26个省市区和港台,以及美英法意等
国家。本次大赛由湖南省文化厅、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联合主办， 旨在激励湖南文化产业企业开拓新
领域、培育新市场、拓展新的增长点，奖金奖品总
值高达100万元。

11月30日，大赛作品征集截稿，累计收到设
计作品4023件。 从参赛作品类别看，文博类作品
1574件，非遗类作品1154件，旅游类作品1295件；
从参赛作品来源看，作品涵盖26个省市区、中国香
港及台湾地区、美英法意等国家。从参赛作品分布
看，主要包括湖南3396件，广东77件，江苏73件，
湖北66件等，中国香港、台湾地区69件，美英法意
等国家17件；从参赛方式看，个人报名作品2291
件，团队报名作品1218件，单位报名作品514件。

走进中国设计智造、牵手湖南省博物馆，辗转
全国近20所高校推介演讲，发放6000余份宣传资
料，收到近万份意向征集表。 目前，大赛组委会正

在对所有参赛
作 品 进 行 整
理， 大赛即将
进入初评、转
化、终评、高峰
论坛等环节，
预计2017年初
举 行 颁 奖 典
礼。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
员 陈静）11月30日， 湘潭县举行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省委宣讲团
成员、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曹
炯芳作宣讲报告。

曹炯芳从把握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入
手， 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六中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审议通过的《准则》
《条例》， 阐释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
性、紧迫性，讲解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加强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

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上率下的
标准和要求。 曹炯芳强调，加强和规范党内
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必须从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 必须在政治上坚决
拥护，在组织上自觉服从，在感情上真诚认
同，绝对忠诚于核心、忠诚于中央、忠诚于
组织、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

在场党员干部听了报告后纷纷表示，要
更加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更加扎
实地把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为实现中国梦、建设“大美湘潭”而努力奋斗。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唐志卓）11月30日， 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
第11届常会通过审议，批准我国申报的“二十四
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而安仁“赶分社”被列入“二十四

节气”扩展名录，引起海内外关注。
“赶分社”是安仁县特有民俗，可上溯至后

唐同光年间(923－925年)。 传统的安仁“赶分
社”包含祭祀、集会、中草药交易等活动。 安仁
“赶分社”的“分”，即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春
分，“社”即“春社、社日”，“春社”为立春后第5

个戊日，是祭祀土地神的日子，“社日”即“祀社
神”的日子。2014年11月，安仁“赶分社”经国务
院批准，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据介绍，目前除安仁县外，全国其他地方
没有“赶分社”的综合性大型民间节令活动，因
此每逢春分时节，湖南以及周边江西、广东、广
西等10多个省、自治区的客商，纷纷赶到安仁
县敬神农、祈丰收、祷安康、赶墟场、购药材、观
风景，使这一民俗活动千年不衰。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旷燕飞 ） 近日， 国家
卫生计生委疾控局专家组一行来到
我省怀化辰溪、 湘西保靖两地， 开
展 《全国消除麻风病 危 害 规 划
（2011-2020）》 中期评估现场复核
工作。 据悉， “十二五” 期间， 我
省麻风病疫情明显下降。

2011年， 原卫生部等11部委联
合下发了 《全国消除麻风病危害规

划 （2011－2020年）》。 “十二五”
期间， 我省麻风病疫情明显下降，
患病率从2010年底的0.830/10万降
至 2015年的 0.322/10万， 降低了
61.2%； 麻风病康复村病人生活医
疗条件也得到显著改善， 目前， 住
村病人平均生活费基本不低于800
元/月， 医疗基本免费。 所有住村
病人都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

经现场评估复核 ， 专家组认

为， 《规划》 要求的各项中期评估
指标， 我省基本如期达标。 专家组
肯定了我省“十二五” 期间在控制
麻风病疫情、 改善麻风病人生活医
疗条件、 加强健康教育、 消除社会
歧视等方面的工作。 不过， 专家组
也指出 ， 在病历书写 、 实验室检
查、 定点医院设置、 部门协作等方
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还需进一步加
强。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于
振宇) 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 今天，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
罪对湖南外贸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

屈孝初(副厅级)决定逮捕。 目前， 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本来只为记住人情往来，谁知竟成社会变迁记录———

31年“人情账” 别有滋味在心头

湖南6人登上11月“中国好人榜”

省民政厅颁发首批慈善组织登记证书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林俊） 今天是第29个世界艾滋病
日，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披露， 1至11
月， 该局对全省出入境人员开展艾滋病检
测13629人次， 检出艾滋病感染者10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 检出病例数上升4例。

据了解， 今年世界艾滋病日防控宣传
主题是“携手抗艾， 重在预防”。 湖南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常年承担湖南口岸艾滋病
防控工作， 其下属的湖南国际旅行卫生保
健中心建立了HIV确证实验室， 可进行

HIV抗体筛查和确证， 具备分析感染者免
疫状况的能力。

据湖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统计，
近3年， 我省出入境人员体检共确证检出
艾滋病抗体阳性感染者33例。 其中， 出国
劳务人员占85%， 来湘从事娱乐业的外籍
人员、 外籍留学生、 外籍教师等也是高危
人群。

“我省作为劳务输出大省， 艾滋病输
入性风险防控尤为重要。” 湖南国际旅行
卫生保健中心副主任孙菲表示。

出入境人员体检： 防控尤为重要
3年检出33例艾滋病感染者 逾八成为出国劳务人员

省委宣讲团赴湘潭县宣讲六中全会精神

创意无限，只看今朝
首届湖南文创大赛征稿结束

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二十四节气”扩展名录
安仁“赶分社”，千年民俗引关注

通讯员 王明义 何晓明

入冬后，临澧县陈二乡百草村69
岁的田木林再也不用喝稀饭度日了。
他逢人便夸， 李医生治好了他的牙
病。

11月18日，田木林老人给临澧中
医院李玉丽医生提了一只老母鸡、50
个土鸡蛋表示谢意。 李医生推辞不
掉，就按市面价格付钱给老人。

原来，田大爷牙齿损坏，吃不得
东西，这几年只能以稀饭度日。 儿女
常年在外打工，家中只有一个多病的
老伴，病魔的折磨，使他甚至产生轻
生的念头。

8月2日，邻居带田大爷到临澧中

医院口腔科看病，李玉丽医生接诊了
他。 经检查，田大爷7颗磨牙损坏，导
致周围脓肿， 必须消炎取出坏牙，换
上烤瓷牙。

但一听费用需3000元左右，老
人舍不得钱，不愿治疗。

李医生旁敲侧击，了解了田大爷
家的情况，决定先采取“话疗”，解决
老人心理上的问题。

“田大爷，您还不到70岁，活到
90岁还有20年。 现在党的政策好，农
村条件也不差， 老伴还靠您照顾，不
要乱想。牙齿的问题，我负责治好，请
您放心。 ”

李医生说话温柔， 解释耐烦，一
席话让田大爷放下了心理包袱，他答

应了治疗。
换药清洗等治疗需要3个月，老

人来回颇有不便。为了减轻田大爷的
经济负担，李医生一有空就与同在医
院上班的丈夫张辉一起，开车到老人
家里为他打针消炎、清洗口腔上药。

11月7日， 田大爷终于换上了全
新烤瓷牙，开心地笑了。结账时，田大
爷这才发现， 李医生已经替他交了
1000元的定金。

其实，这并不是李玉丽医生第一
次关爱空巢老人。 据悉，她近几年来
免费义诊农村空巢老人129人、 捐款
捐物6万余元。在她的家里，挂着一幅
“弟子规” 条幅———“凡是人， 皆须
爱”，是她行医做人的准则。

我省麻风病疫情明显下降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屈孝初决定逮捕

李玉丽：“凡是人，皆须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