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集装

老百姓的故事

“离家近点，陪陪父母”
李曼斯 邓利良

左手固定，右手绕圈，不到10秒，一双鞋就压好底了。
几个月前还是地道农民的谢命和， 如今已成为熟练的制鞋
工人。日前在宁乡县双凫铺镇，我们见到了这样的场景。

49岁的谢命和家住双凫铺，在5年前一次意外事故中，
他的小腿骨被运煤车碾压，落下残疾，只能干些轻松的活，
家里生活每况愈下。

事情在今年初有了转机。陆戈鞋业在双凫铺办厂，在当
地招收工人600余名。谢命和去报名，被公司录用。现在，他
上班走路只需3分钟，工作强度轻，月工资有近4000元。

“我们目前有600多名工人，多半是当地人。今年底计
划增开4条生产线，将再招收400余名员工。”陆戈鞋业负责
人胡伟平介绍，除了尽量用当地人，公司还设置了30个特
殊岗位，提供给身有残疾的贫困人员。

一个企业，为何为当地百姓考虑？这其中有一段渊源。
路面硬化了， 健身器材齐全的文化广场建起来了……

近年，宁乡县青山桥镇逐渐变了样。原来，这些都是在外地
办厂的青山桥镇人胡朝辉捐资近200万元建设的。

事情传到了宁乡县委副书记、 县长王雄文耳中，他
了解到热心家乡事业的胡朝辉在广州开了家鞋业公
司———陆戈鞋业，规模不小，近期还有回乡创业的意向。
王雄文设法与胡朝辉取得联系， 带着县里有关部门、乡
镇负责人赶赴广州。

几番接洽，胡朝辉回到宁乡。宁乡县委书记周辉也主动
上门与他协商，这令胡朝晖感动不已。

今年1月，宁乡陆戈鞋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工建设。现在，
陆戈鞋业已在宁乡开设8家实体店，生产线陆续投产，预计
今年可产鞋20万双以上。

“每一个在外创业的游子，心里都有一个梦想，就是
能够离家近点，常回家陪陪父母。”胡朝辉回忆，上世纪90
年代自己只身前往广州打工时， 为了应聘一家台资企业
的搬运工，他拿着铺盖卷在厂门外排了3个月队。那种无
处谋生的痛苦，他感同身受。现在，他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让更多的乡亲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南岳区：
“流动招聘车”到家门口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
讯员 文丽贵 康志莉）近日，由衡阳市南岳
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和用人单位招聘代表组
成的“流动招聘车”，先后来到南岳镇水濂
村、荆田村和寿岳乡岳林村，把政策和岗位
送到贫困户家门口。 南岳区结合精准扶贫
工作总体要求，落实各项政策措施，除了开
出“流动招聘车”外，还举行大型招聘会，组
织31家用人单位提供销售、 客服、 茶园管
理、财会、物流、月嫂等数十个工种岗位，吸
引1200多人进场求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人员96人、残疾人12人。

常德：
约谈违规微信公众号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肖洋桂）因
违规转载新闻、违规设置投票、传播虚假信
息误导民众，6月4日，“常德女人” 微信公
众号负责人龚某某被常德市委网宣办约
谈。经查，“常德女人”微信公众号在未取得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6月3
日刊发《长常高铁研审会召开！常德哪里设
站呢？民意大调查》的微文，属违规转载新
闻， 违规设置投票， 传播虚假信息误导民
众，扰乱正常经济和社会秩序，影响恶劣。
该微信公众号负责人表示， 将严格遵守互
联网相关法律法规，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
行整改。

湘阴：
《红辣椒书系》第二辑首发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汪令维） 今天， 由湖南少儿出版社主
办，湘阴县文体广新局、教育局协办的《红辣
椒书系》第二辑新书首发式暨读者分享会在
湘阴县举行。这是具有浓厚湖湘文化与地域
风情特色的精品书系，集结了陶永灿的《芭
蕉寨少年》、谢长华的《雪豹豺》、牧铃的《斗
牛铁青》、龙章辉的《歌乡传奇》、曹阿娣的
《爸爸是英雄》等湖南优秀儿童作家的新作。
据悉，《红辣椒书系》第一辑已入选2016年向
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读物。

长沙：
履新村支书集中“充电”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张颐佳）今
天上午，长沙市2017年度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集中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 采取市
委党校为主会场、9个区（县、市）为分会场
网络同步直播方式， 长沙市刚完成换届选
举的1500余个村级党组织书记将集中“充
电”5天。据了解，这次“充电”主要课程包括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村级党组织
建设工作实务等，采取“请进来”讲授和“走
出去”感受，专题辅导与现场教学、视频交
流、学员论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黎治国

“开秧喽！”6月5日上午9时，在桑植
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一场别开生面
的“栽秧会”正式开场。

当地村民和来自云南大理白族自
治州周城村的插秧能手40多人同场竞
技，比拼传统插秧技能。不到20分钟，插

好了2.5亩田。
合群村是白族村，明初由大理白族

迁徙而来，与周城村同根。5年前，两村
结成姊妹村。近年来，两村相互协助，利
用白族民俗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经济
得到长足发展。

这头高潮未减， 另一头高潮迭起。音
乐响起，身穿白族服装的两地村民，随歌

起舞，祈愿丰收。同时，耍龙调、绕三灵、九
子鞭舞等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一亮相，
原汁原味的表演显示出浓浓的同根情谊。

周城村党支部书记张全金告诉记
者，“栽秧会”是白族习俗，两村共同商
议，将进一步挖掘、保护这一文化遗产，
促进乡村旅游。

“传承白族文化，再叙姊妹情深。”
合群村党支部书记钟白玉介绍， 合群、
周城两村同脉，资源相近，希望加深两
村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 � �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龙艾青 王艳）在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花垣县石栏镇董马村， 近日，
一场传承弘扬农耕传统文化的盛
宴———湘西第二届农耕民俗文化节震
撼上演。

石栏镇坐落在海拔550多米的大山
里，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因独特的
山水， 这一带是子腊贡米的核心种植
区。据记载，在清代乾嘉年间，石栏子腊
大米被奉做皇家贡米。目前，子腊贡米
复合种养系统已进入申请国家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名录的关键时期。
近两年来， 自治州以花垣县为代

表，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
重视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充分利
用传统节日这个平台，扛起民俗文化、
农耕文化“大旗”。活动当天，乡亲们或
插秧、 或捉稻花鱼、 或进行抢鸭子比
赛，场面好不热闹。期间，进行的苗族
服装秀、苗族婚礼展示、唱苗歌比赛等
民俗活动， 更是让远道而来的客人陶
醉了。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黎俊
记者 张斌）6月3日，宁远县下发作风通
报，对县劳动社保中心主任文某某进行
停职检查，对县劳动社保中心在全县范
围内通报批评，并扣减其主管单位县人
社局2017年度作风建设考核分1分，用
问责利剑护航脱贫攻坚。

6月2日，宁远县纪委、县委作风办
督察组一行人来到该县桐木漯瑶族乡
下龙盘村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督查。

走访过程中，督察组发现，今年以来，
县劳动社保中心对扶贫联系点桐木漯
瑶族乡下龙盘村扶贫帮扶工作存在政
策宣传不到位、基础工作不扎实、帮扶
工作不力等问题。具体表现在：随意更
换驻村帮扶“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驻村和在村住宿时间与规定要求相差
甚远； 进村入户信息采集表填写不规
范、不完整、不真实；脱贫攻坚突出问
题整改方案不切实际，流于形式；扶贫

建档资料混乱等。 根据脱贫攻坚工作
纪律和作风建设相关规定， 该县第二
天下发作风通报， 对相关人员作了严
肃处理。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县委
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决策部署， 推动
全县脱贫攻坚突出问题集中整改到
位，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役，宁远县纪
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扶贫领域监督执
纪问责专项行动，护航脱贫攻坚战役。
该县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县纪委监
察局将进一步加大扶贫领域监督执纪
问责力度，对工作开展不力、不作为、
慢作为、失察失职，造成影响的，一律
严肃追责问责。

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47处

益阳消防全力备战高考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陈灿）为给

高考学子创造安全、祥和的考试环境，益阳市公安消防支队
高度重视，周密部署，采取有力措施，针对高考考点、考点周
边及考生住地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及时督促消除火灾隐
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截至6月5日，全市共检查单位场所164
家，发现火灾隐患289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47处。

自5月31日起，该支队组成9个检查组，分别对辖区的
各考点、考生食堂、宿舍、试卷存放地、考务办公、考试接待
宾馆和考场周边宾馆酒店等场所逐一进行检查。 在每一个
考点，检查组重点检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
设施设备、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
疏散应急预案是否制定和演练等。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隐患，要求全部在高考前整改完毕，确保高考期间消防安全
万无一失。

高考期间， 该支队将在每个考点安排消防官兵加强现
场消防安全保卫，现场集结待命，加大现场执勤巡视，配合
有关部门维护好考试秩序和考点安全。

永州启动创建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邹仪)“要从实际出发，发挥
主动性，走出一条符合永州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6月
5日下午， 永州市召开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动员大会，
力争2022年至2024年创建成功。

永州市山清水秀空气新， 已建成8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8个国家湿地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64.5%。已获批设立湘
江源头区域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7个县被纳入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

对于下一步工作如何开展，永州市委书记李晖表示，要
加速发展生态产业，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突出发展现代服务业。全面加强污染防治，大
力推进湘江保护和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全面落实河长制，年
内全部建成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
众的主力军作用，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形成
全社会关心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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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6月 5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曾伟）6月2日，溆
浦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忙着组织今年农
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考试工作。县
教育局局长严安民介绍，这是该县组织
的第11批农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考，
计划为村级教学点招考100名定向培养
老师。

溆浦县共有350个村级教学点，大多
设在位置偏远、经济落后的贫困村。为了
解决贫困山区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难

题， 该县把农村免费师范生定向培养作
为推进教育扶贫的重要举措来抓， 鼓励
贫困学生报考免费师范生， 通过定向培
养，既补齐乡村师资短板，又带动贫困学
生家庭脱贫。两丫坪镇当家村教学点有3
个年级25名学生，只有1名教师，采用“3
个年级一个班”的复合式教学。来自贫困
家庭的该镇中学毕业生黄钰梅签订了当
家村教学点定向培养合同， 在芷江师范
毕业后就回村任教。

为确保接受了免费师范生培养教育

的学生毕业后真正回到乡村，反哺家乡，
溆浦县按照“按需培养、定向就业和定期
服务”要求，优先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
推荐品学兼优的学生， 并与其签订服务
合同，落实任教岗位和编制。同时，加大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建成教师公
租房1822套， 完成了教育信息化系统
建设，并定期送免费师范生去北京、长
沙等地学校培训深造，保障他们“学得
好、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目前， 溆浦县已通过招录考试，

向湖南一师、芷江师范等学校输送定向
培养师范生1468名， 其中1000余名来
自贫困家庭。 已有268名免费师范生回
乡任教，定点分配到25个贫困山区学校
工作。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戴勤 肖
祖华 通讯员 曾晓风 王斌 ）近日，在邵
东县创新学校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校党
支部举办了“在岗位闪光”主题活动。当
天， 该县1000余个党支部同时举行主题
党日活动，上党课、缴纳党费、重温入党
誓词、参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拜谒烈士
陵园和名人故居、关爱留守儿童、帮助困
难党员和群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
全县4万多名党员受到一次深刻教育，从

思想上回归组织、回归初心，振奋精神、
继续前进。

当天的活动中， 邵东县创新学校
等141个“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
社会组织） 党支部925名党员全体参
加， 成为这次主题党日活动中一道靓
丽风景。

据了解， 邵东县现有非公企业606
家、 社会组织125家（包括民办学校62
家）。为实现基层组织建设、组织工作全

覆盖，去年10月以来，该县采取“联合组
建、连片建点、完善制度”3大举措，提供
“流动党员联系、信息化平台建设、突发
应急、创业党员家务事托管、心理咨询与
法律援助、事务代办”等6项服务，短短半
年，组建新经济组织党组织108个、新社
会组织党组织33个，925名“两新”组织
党员找到了“娘家”。

“两新”党组织相继建立，为邵东基
层党建注入了新的活力。德沃普电气、东

方雄鹰、 亿利金属等10余个非公企业和
社会组织党支部成为党建示范点， 发挥
出示范引领作用。 一批优秀党员脱颖而
出，在扶贫帮困、无偿献血、义务文明劝
导等活动中走在前面。 邵东爱心义工联
党支部等，合力组织党员和爱心人士，帮
助火厂坪等7家敬老院的239名老人，实
现了老人的数百个“微心愿”。德沃普党
支部筹资10万余元， 资助了20多个贫困
学生。

补齐师资短板 推进教育扶贫

溆浦“定向培养生”反哺乡村

为基层党建注入新活力

邵东“两新”党组织活跃基层

宁远问责利剑护航脱贫攻坚
1名“一把手”被停职

白族“栽秧会”，浓浓同根情

花垣传承弘扬农耕文化

留住人们的乡愁，记住生活的根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12880
0 3140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8
565
6049

6
9

172

192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219
70095

185
1767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6月5日 第2017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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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2 1706 12 16 26 28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5日

第 2017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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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1040 221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597 173 103281

7 93

创意
毕业照

6月5日，南
华大学设计艺术
学院2017届毕业
生在进行光绘毕
业照拍摄。 又是
一年毕业季，该
学院的毕业生们
身着学士毕业服
用光绘拍出自己
的毕业愿望，以
光绘毕业照的形
式告别母校。

陈涛 曹正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