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吴鹏翔 龚卓） 天蓝水碧， 树绿山
青。13日9时，岳阳市有关领导以及市直单
位近5000名健行爱好者，参加了2017年岳
阳市直机关环南湖健步行活动。

健行爱好者以南湖广场凌波台为起
点，途经南湖天灯映月、九眼桥、长堤烟柳、
九龟湾、渔人码头，到达终点梅园，全程近
9000米。

同时，岳阳市岳阳楼区区机关各单位、
街道(乡镇)1000多名干部职工，齐聚郭镇
乡麻布山下，举行了“千名干部万米同行”
登山活动。

据了解， 周末健行， 在岳阳市渐成风
尚。上个周末，岳阳楼区1000多名干部职
工健行麻布山，参加“万步有约”职业人群
健走激励大奖赛。去年，岳阳楼区获评“全
国金牌健走示范区”。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5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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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
员 张建辉 杨玉霞 高奉升）薄弱学校“点单”
求援，优质学校“倾囊”相助。泸溪县改变过去
撒“胡椒面”式的送教方式，开启精准帮扶农
村学校新模式。5月12日， 该县教体局再次组
织武溪小学、白沙中学“送教下乡”到白羊溪
学校。 送教教师感触最大的是白羊溪学校师
生提高了精气神，校园换了新模样。

白羊溪学校地处偏远， 是农村九年一贯
制学校， 其变化是泸溪县加快推进城乡教育
均衡发展的结果。为推进教育精准脱贫，加快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近年来，泸溪县创新城
乡学校“一对一”结对帮扶机制，城镇优质学

校每年向农村薄弱学校派出5至10名优秀管
理员或教师，对口支援1至2所农村薄弱学校。
在帮扶内容上， 突出基础设施建设、 学校管
理、课堂教学、队伍建设、校园文化等，从人、
财、物上进行全方位、多领域帮扶。“开展‘送
教下乡’，只是结对帮扶的一项内容。”县教体
局负责人说，“乡村学校需要什么， 我们就送
什么；缺什么，就补什么。”

为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泸溪县建立责任
捆绑考核评价机制， 将受扶学校目标管理考
核分值中的10%与帮扶学校目标管理考核评
价挂钩，并逐年提高考核权重。同时，对帮扶
工作实行一月一督查、一月一讲评，并落实专

项工作经费。对结对帮扶工作中措施得力、成
效明显的学校，拿出20万元经费“以奖代补”。

从去年下学期以来， 泸溪县城镇10所优
质学校无偿支持农村学校资金15万余元，轮
岗交流教师2800人次。 通过城乡学校结对帮
扶，整体提升了全县义务教育阶段育人质量，
小学毕业生升初中比例达100%，初中毕业生
学业水平考试科合格率达91%。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
员 丁时伟）“人到老年， 想不到还能住上洋
房，空调、电视、洗衣机一应俱全，一日三餐有
人管，小病小痛还有医生及时来看，一天到晚
过得好开心。”近日，记者到醴陵市东富镇第
二敬老院采访， 院里67岁的殷作余老人高兴
地说。据了解，这所“三星级”敬老院是醴陵市
在2014年投资1000余万元建设的，7栋徽派
建筑依山环水、错落有致，有100多位五保老
人在此集中供养。

目前， 醴陵市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17万

多人。近年来，该市强化“尊老、敬老、爱老、助
老”理念，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先后
投入近6000万元，新建及改扩建敬老院17所，
全市现有敬老院37所、五保之家22所。同时，
建立了13个农村日间照料中心、15个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站和63个老年活动中心。

为了让广大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醴陵市不断优化服务，助推老年人事业发展。
逐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将农村低保对象月
人均救助水平从70.6元提高到137元，城镇从
170元提高到286元。 五保老人分散供养标准

从每人每月200元提高到300元，集中供养从
每人每月324元提高到480元。

从2014年起， 醴陵市还全面启动老年人
意外伤害保险工作， 每人每年交100元保费，
发生意外伤害最高可赔付3万元。目前，全市
已有3.9万人购买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同时，
市民政部门竭尽所能， 为全市60周岁以上老
年人建立健康档案，每年组织一次免费体检，
并完善村（社区）图书阅览室、文化娱乐室、医
疗康复室、心理咨询室等设施。前不久，市民
政局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

薄弱学校“点单”求援 优质学校倾囊相助

泸溪城乡教育比翼齐飞

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醴陵老年人过得好开心 5座水厂接受市民“检阅”
2017年长沙城市节水周启幕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
成美好的人间……”5月14日母亲节，上午
8时， 永州市梅湾小学第六届感恩母亲节
亲子献爱心义卖活动在学校操场进行。 不
少学生与父母一道，参加义卖活动。

“新鲜的奶茶，一元一杯。 ”五年级6班
学生唐佳琦告诉记者，今天一大早，全班
同学和家长们制作了一大桶珍珠奶茶，很
受欢迎，不到半小时就卖完了。

五年级1班的唐翊婷、吕佳雯说，义卖
的几千颗纸星星，是同学们用了一个多月

折好的。 四年级3班学生陶羽洋现场创作
的书法作品，被几位学生的母亲买走。

操场一角，三年级4班学生肖俊如、房
子鸣，正在主持拍卖一个学生母亲捐献的
女书作品。 他们先介绍女书的相关情况，
在接下来的拍卖中，“老练”地掌控着节奏：
“150元，第一次，还有没有竞价。 好，这位
家长，160元……”有一幅女书作品拍到了
200元。 不少学生家长对记者说：“在母亲
节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

当天， 义卖活动共筹得爱心款2万余
元。 该校负责人表示，这笔爱心款，将用于
帮助敬老院老人和资助留守儿童。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严浩

“我们种的茶树一年能采3次， 分别在
春、夏、秋季。 现在采的是春茶，用来做黑茶
的天尖茶。”近日，在安化县柘溪镇梨坪村的
茶园里，茶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采摘茶叶。

梨坪村地处安化县柘溪库区， 地处偏
僻，交通不便，是省定贫困村。 全村161户村
民中，有34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通村公路
是2012年拉通的，去年才硬化。 村干部谌明
月介绍，村里耕地少、山地多，适宜种茶。 在
扶贫工作队和镇联村干部支持下，村里大力
发展茶产业。 2014年以来，新开垦茶园350
多亩，加上原来的老茶园，全村现有茶园近
500亩。 34户几乎家家都有茶园。

“我种了5亩多茶叶，一年能收入1万
多元。 ”60多岁的贫困户林建民一边采摘
新茶，一边告诉记者。梨坪村村支两委将全

村的茶园实施“五统一”，即统一规划、统一
种苗、统一补贴、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分户
管理， 一亩茶园一年有3000元左右收入。
谌明月说：“村里前不久与一个茶商签订了
合同，茶商收购12万元茶叶鲜叶。 ”

林建民说：“茶树一年只需施肥一次，
平时除点草、剪下枝，就能有好收成。 茶叶
鲜叶好的时候能卖到8元一公斤。 ”他的几
个子女都在外面打工，家中只剩下老两口。
由于年老体弱，不能发展其他产业。种植茶
树，劳动强度相对较低，成本也不大，但经
济效益不错。

柘溪镇副镇长刘冬艳是联系梨坪村的
干部， 她说：“梨坪村近500亩茶园是村民
的‘绿色银行’和致富希望。下一步，将采取
内引外联等多种举措， 把村里茶产业做大
做强，带动3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早日脱
贫。 ”

�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姚学文 毛敏轩
倪慧颖）14日， 长沙市雅礼中学学生姚铭星
高高兴兴回到母校。 5月7日在俄罗斯结束的
第18届物理亚洲奥林匹克竞赛中，他以优异
成绩夺得金牌，是这次竞赛中我省唯一获得
金牌的选手，获得了北京大学保送资格。

雅礼中学有关负责人介绍，取得如此
佳绩，主要与学校高度重视创新人才培养
分不开。 该校按照国家标准建立物理竞赛
实验室，36个专业实验项目学生可随时操
作。 在教学中，通过实施课堂讨论、学生自
主讲课等，鼓励学生既动脑又动口。

�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高小涵 陈雄） “非常感谢你们对
我这么多年的关心和爱护，
我一定会努力， 完成好自
己的学业。” 最近， 桂东县
一中贫困生小郭接到美国
霍勒·厄普邱奇儿童基金会
助学款时， 由衷地表示感
谢。

当天， 美国霍勒·厄普
邱奇儿童基金会第19次资
助桂东贫困学生， 17名就
读于桂东县一中的贫困学
生共获得资助28900元。

美国霍勒·厄普邱奇儿
童基金会原名“爱之家”
儿童基金会。 1944年9月，
在与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
美国飞虎队队员罗伯特·厄
普邱奇驾驶的战机不幸坠
落在桂东境内， 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 为纪念这位为
保卫世界和平作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 原“爱之家”
儿童基金会更名为霍勒·厄
普邱奇儿童基金会。 该基
金会从2007年开始， 对桂

东贫困学生提供资助， 11年来累计资助
125万元。

妈妈带我做公益

在安化县柘溪镇梨坪村，一亩茶一年收入3000元左右———
家家户户采新茶

美国爱心基金会桂东助学11年
累计资助125万元

栀子花
飘香
5月14日，嘉禾县

珠泉镇新平田村，村
民在采摘栀子花。目
前， 新平田村百余亩
栀子花迎来盛花期，
成为山村一大美景，
每天吸引众多游客、
村民前来游玩。

黄春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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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张颐佳）
今天上午，2017年长沙城市节约用水宣传
周在长沙市第二水厂拉开序幕。 长沙市住
建委、长沙水业集团、用户和学生代表200
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长沙市今年节水周的宣传主题为“全面
建设节水城市，修复城市水生态”。当天，长沙
市二水厂、四水厂、五水厂、廖家祠堂水厂和
望城水厂开放供市民参观， 并现场提取自来

水接受市民监督检测。 这次节水宣传周还将
有宣传员走进部分中小学开设“第二课堂”，
跟孩子们分享水质净化和节水知识。

目前， 长沙市日供水设计能力为235
万立方米， 株树桥引水工程日供水65万立
方米， 全市污水日处理设计能力为117万
立方米。 今年， 该市将全面推进节水型城
市、海绵城市建设，并力争完成建成区黑臭
水体整治。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王继云 周晓鹏 伍交才

“党员干部只有真正把群众当亲人、当老
师，用心倾听百姓心声、用脚走出真情实感，
才能转变作风、 强化党性……”5月5日晚，湘
潭县委副书记、县长段伟长在《民情日记》中
写道。

5月2日至6日，省委党校第52期中青班第
4学习小组9名师生来到溆浦县思蒙镇上虾溪
村，参加“驻村入户体察民情”体验式培训。段
伟长是参加这次培训的学员之一。 学员们走
村串户，脱贫攻坚出点子，推动发展献计策，
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访贫问苦洒真情
思蒙镇地处思蒙国家湿地公园， 是省委

党校、省行政学院“驻村入户体察民情”体验
式培训教学基地。溆浦县委书记蒙汉介绍，几
年来进行体验式培训教学，这里已成为“党的
方针政策的传播基地、 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
基地、驻村入户体察民情的体验基地、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的示范基地”。
了解困难群众所思所盼， 掌握其思想动

态，是体验式培训的重要内容。
上虾溪村老党员邱高福今年83岁， 双目

失明，两个儿子相继患病去世，老人现在独自
生活。得知老人自理能力弱，省文化厅规划财
务处处长周志勇悉心劝说、耐心疏导，老人最
终答应搬进敬老院。

走访中，学员们按照“一进二访”的帮扶
要求，与9户困难群众结成了对子。

“有什么困难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村
民苏纪全患严重肾病， 家中一贫如洗，西
藏错那县政协主席查斯自掏腰包，为老人
送上慰问金及大米、食用油等 ，并留下了
自己的联系方式。

田间地头学技艺
省委党校、 省行政学院学员部主任曹海

燕说，开展体验式培训，就是要放下架子，走
进农村，亲近农民，学会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
法。

村民文爱翠种了几亩玉米，但施肥少，秧

苗长势不佳。学员们拿起镰刀、挑起簸箕，割
来10多担茅草做绿肥。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
党史教研部主任霍修勇抹了一把汗珠说：“田
间地头的课堂比教室上课更生动， 更能触及
灵魂。”

村民荆纪旺发动8户群众以土地入股，在
荒坡上开发了380余亩柠檬种植基地。时下野
草疯长，急需除草护苗。学员们扛着锄头来到
基地锄草。

在村民石华生示范指导下， 省环保厅信
息中心主任钟进很快掌握了锄草“要领”。一
番辛勤劳动后，她深有感悟：“把农村当课堂，
把群众当老师，锤炼了党性，培养了艰苦奋斗
的作风。”

扶贫帮困暖人心
5月5日， 学员们专门安排时间参加溆浦

县脱贫攻坚“大排查大诊断大整改”行动，对
上虾溪村扶贫对象进行摸底调查。每到一户，
学员们结合不同致贫原因， 逐项理清脱贫思
路，提出30多条脱贫“点子”。

“成功的产业扶贫项目，都是依靠龙头企
业、合作社带动，才能确保产销对接、市场对
路。”省扶贫办开发指导处处长全永海鼓励上
虾溪村因地制宜，成立特色种养专业合作社。

“群众要脱贫，基础设施建设是根本。”省
交通运输厅农村公路建设处处长喻波表示，
要重点实施通村和组级道路硬化、安全饮水、

电网通信等建设工程，
改善农村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

在上虾溪村“携手
脱贫攻坚， 共建美丽乡
村”献计献策座谈会上，
学员们共同决定为村里
捐助项目扶持资金60万
元， 帮助村里改善生产
生活条件。

“上虾溪村的体验
培训经历， 将成为我们
受益终生的财富。”体验
式培训结束后， 省纪委
第六纪检监察室正处级
副主任徐桂林深有感触
地说。

把农村当课堂 把群众当老师
———省委党校第52期中青班第4学习小组溆浦体验式培训侧记

岳阳周末健行成风尚

雅礼学生物理亚奥赛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