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1日上午，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登仁桥社区组织小志愿者当小导游，给游客介绍贾谊故居等景点的相关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文明旅游从我开始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金明达

6月20日晚上8时， 衡阳市民的微
信朋友圈被《掌上衡阳》客户端发出的
一则《5岁男孩回家路上丢失人工耳蜗
外机，谁能帮他找回“声音”》的新闻刷
爆。

丢失了人工耳蜗外机的男孩叫睿
睿，有听力障碍。男孩母亲谢女士说，20
日上午， 睿睿的爷爷带着他从市康复中
心回家，乘坐128路公交车，然后在审计
局站下车， 爷孙俩步行回家。 走到家门

口， 爷爷发现睿睿佩戴的价值五六万元
的人工耳蜗外机不见了。 一家人焦急地
找了两个多小时，无功而返。

衡阳日报、 衡阳交通广播电台等媒
体立即帮助睿睿发布寻物消息， 并联系
公交、城管等部门给予帮助。寻物消息被
市民接连转发， 一时间刷爆了衡阳人的
朋友圈。得到数万市民关注，超过1万市
民转发， 甚至有人自发参与到寻找人工
耳蜗外机的队伍中。

21日下午，记者获悉，睿睿的耳蜗外
机在热心市民许虎军、唐成、贺照英及媒

体记者李境等人的帮助下，终于如“海
底捞针”般顺利寻回。

原来，20日上午， 快递员许虎军在
途经延安路审计局公交站时发现了一
个黑色耳机状物体， 便带回了快递站。
21日下午2时许，市民唐成、贺照英夫妇
来取快递，发现这个奇怪的物体与朋友
圈中寻找的耳蜗外机非常相似。 下午3
时许，经过多人确认后，大家第一时间
联系了谢女士。

“我要向所有关心和帮助我们的人
说一声谢谢！”谢女士说。

听障儿童的“声音”找到了

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贵)
“‘第三卫生间’ 环境和设施既人性化又很舒适。”6月20日，
游客李雄明在南岳衡山游客服务中心，带着1岁的女儿体验
了一次“第三卫生间”。他告诉记者，今后来这里旅游，不会
为带女儿上厕所不方便而发愁了。“第三卫生间”又称“家庭
卫生间”，是专门为行为障碍者或协助行动不能自理的亲人
使用的卫生间。近年来，南岳大力推进“厕所革命”。今年，景
区将建成10余处“第三卫生间”。

南岳区：景区建设“第三卫生间”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李逾之)长
沙市委、市政府目前发布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沙工业30
条”。近日，雨花区召开专门解读会，对“30条”进行宣讲，引
导全区企业学好政策、用活“30条”，为工业实体经济发展加
油、助力。能坐近千人的会场很快坐满。雨花区委常委、雨花
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郭四军动情地说，“这充分说明企业对
‘30条’的热情和期待。”

雨花区：宣讲“长沙工业30条”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陈洪）今
天，衡阳市老干部（老年）大学举行“雁城颂 晚霞情”建校三
十周年成果汇报会暨文艺汇演。会上，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授
予该校“全国示范老年大学”匾牌，成为湘南地区唯一获此
殊荣的老年大学。衡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老干部局局长
蒋云新介绍，自1987年创建以来，衡阳市老年大学从最初2
个班173名学员发展到如今150个班7523名学员。 同时，建
立分校及教学点，有学员400多人。还建立校外辅导站近80
个，有学员2万余人。

衡阳：老年大学获全国性表彰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刘攀）今天，
记者从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了解到， 长沙环城绿带高新区段
全面完工。环城绿带高新区段全长7.8公里，建设总投资5亿
元，是长沙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所属“两圈”，即外围生态圈
和绕城线林带圈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长沙高新区大力推
进城市绿化建设，形成了“一园一品、一园一景”的生态景
观。今年，该区实施造绿复绿项目27个，新增绿地107.84公
顷，其中环城绿带项目新增绿地约52.2公顷。

长沙：环城绿带高新区段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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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首批玻璃椒
发往加拿大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通讯员 李焱
华 龚小凤 记者 杨元崇）记者今天从泸
溪县经信局了解到， 该县凭借“互联网
+”， 今年与加拿大蒂莫公司签订了100
吨泸溪玻璃椒出口合作协议。6月中旬，
首批泸溪玻璃椒发往加拿大。

泸溪玻璃椒是当地特色农副产品之
一，因色泽鲜艳、红亮透明而得名，富含
维生素C，口感甚好，已获农业部无公害
生产基地证书。

近年来，泸溪大力推进“产业富民”
战略，发展玻璃椒等特色产业。今年，在
该县小章、白羊溪、兴隆场等乡镇，推广
种植玻璃椒5.18万亩，年产量可达7000
多万公斤， 将带动6万多农户增产增收，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万多人。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刘庚旺 欧阳友忠 骆力军）宁远
县九嶷山瑶族乡紫江村贫困户盘万清近
日将他养的1000多只土鸡，装车运往县
城。 去年以来， 盘万清已累计出售土鸡
6000多只，实现利润10多万元。他高兴
地说：“扶贫工作队不仅帮我致了富，还
带动村里10多户贫困户脱了贫。”

宁远县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为
确保年内摘掉贫困县帽子， 实现119个

贫困村出列、37570名贫困人口脱贫，
县、乡、村层层签定责任状，并按照“一个
帮扶责任人、一本帮扶手册、一个脱贫计
划、一套帮扶措施”的要求，开展“双联结
对” 帮扶， 即县直单位与贫困村联系结
对、干部与贫困户联系结对帮扶。县委书
记刘卫华表示，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举
全县之力，把扶贫开发的指标、措施、责
任精准化，具体落实到村、到人。

为加快脱贫步伐，宁远县实施干部结

对帮扶“4321工程”。即按照县处级干部联
系4至5户、科级干部联系3至4户、一般干
部职工联系2至3户， 党员、“两代表一委
员”和经济能人联系1至2户贫困户，包脱
贫、不返贫。同时，从县直单位选派党员干
部，驻村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并组建
150支扶贫工作队驻村扶贫。 扶贫队按照
“一村一业、一户一策、一人一法”要求，重
点帮助贫困村改善基础设施、发展扶贫产
业、落实兜底扶贫政策等。县里建立健全

管理台账和督查巡查机制，实行一月一督查
一抽查一通报，督查结果直接与年终绩效考
核和干部任用挂钩。

目前，宁远县扶贫开发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果。去年以来，全县共整合各类资金10亿
元、吸纳民间投资3.7亿元、发放小额扶贫贷
款3.7亿元，实施脱贫攻坚。同时，培育扶贫企
业40家、电商企业60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38家，带动1万余户贫困户发展产业。该县被
评为2016年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县。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李治）
长沙市社区全面提质提档工作考核结果
显示， 该市岳麓区首批启动改造的17个
社区全部达标， 其中橘子洲街道学堂坡
社区等7个社区被评为示范社区，银盆岭
街道火炬城社区等6个社区被评为先进
社区。岳麓区委书记周志凯今天表示，争
取3年内把全区86个社区全部建成品质
高端化、服务优质化、治理多元化、居民
幸福感明显提升的社区。

随着去年全市社区全面提质提档工
作展开， 岳麓区全国文明小区望月湖焕

发新的生机。湖中社区38栋楼房楼面粉
刷一新，新建了休闲广场，增加生态停车
位400个，裸露在外的线路不见了，农贸
市场占道交易、 周边铺面店外经营等问
题得到解决。

经过整治，望城坡街道长华社区也变
得路面干净整洁、绿化错落有致、出行通
畅便捷。同时，社区服务模式在创新，开展
了优生优育、学习教育、就业创业、生命健
康、保障救济、扶弱助残、文化文明、居家
安全等10大民生关怀行动，先后获评全国
文明单位、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

在长沙市社区提质提档3年行动中，
岳麓区既抓背街小巷改造、 市场管理规
范、道路提质改造、停车位增设等“面子”
工程， 又抓地下管网改造、 便民服务等
“里子”工程。基层党建在加强，“三社联
动”更具活力，道德讲堂、市民学校、雷锋
超市等大量涌现， 举办社区读书会等活
动1000余场次。 岳麓区区长刘汇介绍，
通过提质提档工作与品质岳麓、 生态绿
化建设等重点工作相结合， 社区建设既
有颜值更具气质， 服务民生既有深度更
具温度。

今年， 岳麓区提质提档工作以岳麓山
国家大学科技城建设为契机， 以西二环和
麓山南路为轴带，对省委党校、云麓园、湖
大、师大、箭弓山和南家塘等社区实施高标
准整治，力争将34个社区打造成示范社区
和先进社区， 让居民群众的幸福在家门口
全面升级。

岳麓区“提质提档”让幸福升级

宁远“双联结对”聚力脱贫攻坚
去年以来整合各类资金10亿元，带动万余贫困户发展产业

通讯员 邓喜军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安仁县永乐江镇高陂村贫困户胡观
铁， 为了摘掉贫困帽子， 进山养起了土
鸡。现在，他养的第一批“山鸡”长成了，
却销售遇冷被拦在了山沟里。

6月20日午餐时间， 胡观铁夫妻俩
提着稻谷和玉米来到小山坡，给3000只
鸡喂食，稻谷撒了一地，跑来觅食的鸡却
不足20只。放养面积超过200亩，鸡们有
的是地方自己觅食。

“清早就放出来了， 这个鸡好吃，甜
呀！”胡观铁说，鸡全部放养在山沟，喝的
是山泉水，吃的是绿色食物，因为每天刨
土6个小时，鸡的爪子比圈养的要短很多。

除了土鸡， 胡观铁今年还养了贵妃
鸡、乌鸡。为了养鸡，胡观铁把全家人都
搬进了山里。第一次大面积养殖，鸡的成
活率不高，再加上不懂技术，鸡的品相也
不好看，使得销路受到影响。

山头这些鸡， 不少已经养了1年，三
四百块钱一天的费用， 就像石头一样压
在胡观铁身上。

3000只山鸡
愁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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