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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8日讯(记者 周卫
国)9月17日至18日，第24届全国省级
党报总编辑年会在长春举行。湖南日
报10件作品获全国省级党报好新闻
奖。

此次年会以“融合·转型·发展”
为主题，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等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交流党报办报经验，
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巩固壮大主流舆
论阵地。来自中国记协、中国报协以
及32家省级党报的总编辑、 副总编
辑汇聚一堂，就新的传播格局下如何
进行媒体融合进行交流与分享。

年会评选了第24届全国省级党
报好新闻。 湖南日报共有10件作品
获奖，其中《陈黎明：老马识归上雪
峰》《猪胰岛移植治疗糖尿病获重大
进展》 获文字类一等奖，《艰辛风炮
工》 获新闻图片一等奖，2016年1月
25日4-5版获评好版面奖。

年会期间，还将举办“全国省级
党报总编看吉林”活动。

据悉， 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年
会， 是国内新闻界具有较长历史、较
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工作交流、新闻
评奖活动，每年一届，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党委机关报轮流主办。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廖碧霞）每一个好人故事，就是一台精神文明的播
种机。今天下午，中国好人·声音故事进机关暨社
区新媒体平台启动仪式在长沙市芙蓉区蓉园社区
举行。

蓉园社区辖区内的机关干部群众组成的朗诵志愿

者服务队在活动现场首次亮相， 声情并茂地讲述身边
的中国好人故事。 方雪梅奶奶是蓉园社区的一名普通
党员。自2000年退休以来，她一心为社区事务奉献余
热，组建社区义务巡防队，几年如一日坚持值班，让社
区群众深感温暖和安全。 方雪梅奶奶也来到现场现身
说法，她说：“参与社区活动，我感到很快乐，很充实。”

志愿者还讲述了长沙交通集团驾驶员程文翔
的故事。他在车上拾到价值百万的黄金，主动上交
车队，并婉言谢绝失主万元酬劳，被称赞“品德比
百万黄金还重”。

此次活动由省文明办指导，湖南文明网、湖南
人民广播电台、长沙市文明办、芙蓉区文明委主办。

活动现场，蓉园社区新媒体平台“先锋家园”
改版上线。今后，蓉园社区将通过微信公众号“先
锋家园”这一工作平台，创新工作手段，把党员志
愿者服务多维化，畅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

9月14日，记者见到刘亚时，他刚刚在“野鸡
养殖技术培训班”授完课，准备和妻子曾海南一
起为今天来听课的102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
鸡苗、饲料、中草药包等养殖野鸡需要的物资。

虽然累得满头大汗 ， 但刘亚心里很高
兴：“要是能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我会很有成
就感的。”

刘亚的这个“野鸡养殖技术培训班”，位于
水府庙旅游区内的双峰县杏子铺镇双源村，如
今已开班15期，免费为学员赠送鸡苗1.5万羽、鸡
饲料2500公斤，2000多名群众受益， 刘亚自己
也成为远近闻名的“野鸡司令”。

而刘亚走上养野鸡这条创业路，纯属偶然。

“2006年上半年，我还在湘乡市开手机、摩托车
专卖店， 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个野鸡养殖大
户致富的新闻，当时就有点动心了。后来，我又
走访了不少批发市场、餐馆，觉得这个事做得，
能赚钱，就和妻子回到双源村，准备养野鸡发家
致富。”

当年9月底，刘亚和妻子曾海南怀揣着15万
元，从福建购进200羽美国七彩山鸡、英国贵妃
鸡等，将鸡放养在双源村的花果山上。

开始时，刘亚买回来的这些“洋宝贝”娇贵得很，
不适应当地环境，而且互相打架，损伤严重。而在一
次播放音乐时，野鸡们闻歌起舞，不再打架。于是，每
天播放3小时的音乐，成了“洋宝贝”的“福利”。

2007年，家里后山上的柚子喜获丰收。看着吃
不完的水果，刘亚突发奇想：分点水果给“洋宝贝”

们吃吃看。哪知，野鸡们争先抢食，吃得津津有味。
此后，山前屋后的廉价水果成了野鸡的主食之一。

这么多年来，为了伺候好这些“洋宝贝”，刘
亚可没少花心思，不断学习养殖技术，创新喂养方式
……凭着吃苦耐劳， 他不仅成功掌握了喂养野
鸡以及无铅皮蛋、 鸡毛画、 风干鸡等独创的技
术，还走出了一条“水果+音乐+合作社+农户+
基地”模式的特色之路，并于2013年成立野鸡生
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创办了湖南水果鸡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双源村还被省农委认定为省无公
害农产品产地。

如今，刘亚养殖的水果鸡名声越叫越响，合
作社也拥有260多户社员， 其中贫困户占了一
半，公司则形成了年销售野鸡5万多羽的县级龙
头企业，野鸡走俏四方。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江永县潇浦镇和兴村，有一位被贫困户喜爱
的“扫把哥”，他每天到贫困户家中收集扫把，然后
通过电商微店和社会扶贫网进行网上销售。他在
贫困户和中国社会扶贫网间搭起了“致富桥”。这
位为贫困户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扫把哥”，是县
电视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欧阳鑫。

“这是爱心人士捐赠给你的洗衣机，以后你
们就不必再用手洗了。”9月18日，欧阳鑫和村里
社会扶贫网信息管理员葛小梅， 把一台洗衣机
送到贫困户高石旺家里。之后，又到村里贫困户
家中收集扫把和竹制品， 把收集的这些手工艺
品运到县里电商街进行线上销售。

和兴村有110户贫困户。65岁的高石旺老
人患哮喘多年，老伴双腿风湿不能行走，唯一
的儿子43岁还是单身，常年在外打零工。全家
仅靠高石旺扎扫帚赚取生活费， 家庭异常贫
困。 欧阳鑫了解到老人一家的实际情况后，为
老人在中国社会扶贫网注册，并发布了一台洗
衣机的需求信息， 很快便得到爱心人士的捐
赠。同时还把老人的家境情况和他扎的扫帚发
到微信朋友圈，帮他寻找销路。

在和兴村， 有很多像高石旺这样有手艺的贫
困户，他们制作的手工艺品“养在深闺人未识”。今
年以来，欧阳鑫挨家挨户，动员这些民间“艺术家”
大胆编织扫帚、竹篮等竹制工艺品，并承诺帮助他
们在网上销售。 他帮助村里贫困户在中国社会扶

贫网完成用户注册， 帮助贫困户联系爱心人士，实
现贫困需求的成功对接，并通过葛小梅创办的电商
微店和中国社会扶贫网村级服务站， 把村里的香
芋、香柚、夏橙等农特产品和簸箕、竹篓、菜篮、扫帚
等手工艺品销往全国各地。

目前，在“扫把哥”欧阳鑫的帮助下，全村
110户贫困户全部注册成为了中国社会扶贫网
用户；贫困户发布爱心需求179条，贫困需求对
接成功175例。先后为高得金、高石旺等贫困户
捐得电视机、洗衣机、破竹机、破篾机、轮椅等
物品70件，筹集爱心款20多万元；为贫困户销
售3000多把扫帚和2360多个簸箕、竹篓、菜篮
及一些手工艺品。今年5月以来，线上线下销售
收入达到100多万元。

第24届全国省级党报
总编辑年会在吉林举行
湖南日报10件作品获好新闻奖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记者 余蓉）
16日下午，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与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以湖湘文化展
示为核心， 建设高端专业艺术团队，
并从2018年起，联合承办“青年艺术
节”活动。

根据协议，双方将依托湖南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现有潇湘艺术团，
建设成高端专业艺术团队。 此外，
双方联合建立“湖南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艺术实践基地”，开设“艺术+”
大师公开课项目，为艺术交流提供
开放的平台。

从2018年起， 双方将联合承办

“青年艺术节”活动，为优秀艺术人才
提供展示平台。为圆众多学子艺术梦
想，双方将共同设立基金。剧院也利
用其全国院线资源优势，给优秀的艺
术团体及青年艺术家提供巡演机会。

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是湖南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文化
地标， 集高雅艺术表演与艺术展览、
交流、培训等功能于一体，可同时容
纳近3000名市民观看演出。 湖南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被教育部确立为“国
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具有
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
予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强强联合打造艺术中心

《他们，他（她）们的》
摄影展开展

9月17日上午，《他们，
他（她）们的》摄影作品展
在湖南省文化馆开展，共
展出146幅作品，作品内容
丰富、题材新颖，是湖南省
摄影家协会为国庆68周年
献上的一份艺术大礼。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王渠平 摄影报道

讲述身边的感动

中国好人·声音故事进机关

水果鸡撑起“脱贫梦”

“扫把哥”搭起致富桥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左
丹）今天，为期4天的2017年“一带一
路”建设背景下外国语言与文化研究
博士后学术论坛在湖南师范大学开
幕，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
语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
全国近20所高校的博士后近100人
参会。

本次论坛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
办公室、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湖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旨
在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号召，加
强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的
联系，促进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学术交
流，全面提升外语专业博士后人才培
养质量，整体推进我国外语教学和科
研事业的发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翻
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教授，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
议组成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
师王克非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胡键教授，美国加州
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终身教
授Lauri� Ramey等4位专家， 将先后
作主题报告。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博
士后将分专题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

承办方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
文学学科人文底蕴深厚，研究基础扎
实。 该学科拥有一级学科博士授予
权、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国家重点学
科， 汇聚了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国家级教学名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等一批高层次人才，形成了
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目前，该校已与
3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所大学或
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涵盖了
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近20所高校博士后聚长研讨
培养更多外语人才，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徐
典波 通讯员 谢凌）近日，湖南希望
工程助力脱贫攻坚大型公益行动暨
“情暖童心”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
走进岳阳。 岳阳30多家单位伸出援
手，现场共捐赠570余万元。

此次活动由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共青团岳阳市委等单位联合主办。
同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阅读中
国”项目在岳阳启幕，暮天公益创始人
刘敏捐赠图书100万册， 价值1000万
元。团省委、省青基会向岳阳市希望工
程管理中心捐赠259万元， 用于贫困
学生助学、希望小学建设等。

“情暖童心”走进岳阳
30多家单位共捐赠570余万元

欧阳倩 石芳宇

9月13日，长沙市芙蓉区燕山小
学操场走廊，学生们在一排蓝色雨棚
下嬉戏追逐。这个雨棚，是1994年时
任校长张定浙为方便学生雨天活动
建设的。

23年来， 雨棚任凭风吹雨打，默
默地守护着学生们。而今年已77岁的
老校长张定浙，从教40年，退休后坚
持义务为学生宣讲党史。他多年的坚
守，丰富了无数学生的童年。

1989年， 张定浙担任芙蓉区新
建的燕山小学第一任校长。校长“第
一课” 是算账： 办学经费仅有10万
元，把基础设施建好后，连教师的办
公桌椅都没钱置办。

在得知一单位有批旧办公桌椅
要处理后， 张定浙忙与其联系。“我们
‘讨’了20张办公桌。为省搬运费，我就
带着老师自己搬、自己扛。”张定浙说。

1995年， 长沙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 燕山小学作为抽检单位之一，
张定浙压力很大。他回忆：“当时全校
只有18名教师、1名勤杂工， 人手严
重不够，怎么办？我就带头做。”

在教育方面， 张定浙积极开展
“素质教育”，并借鉴德国的“协同学”
理论，率先开展协同教育实验。1998

年燕山小学被评为长沙市首批“素质
教育示范性小学”之一。

2000年， 退休后的张定浙被聘
为芙蓉区宣讲团讲师，向师生宣讲党
的历史等， 继续在三尺讲台发挥余
热。

近年来，张定浙先后主笔、编著
了芙蓉区第一部党史、第一部英烈传
和英名录等书。这些史志书籍和文章
共有400余万字，为青少年成长提供
了丰富生动的教材。

芙蓉区老干局工作人员鲁素爽
回忆，2015年， 张定浙肾结石病发
作，两次住院，而当时芙蓉区正在组
织编写《铭记历史》一书。张定浙顾不
上身体还没康复， 提前出院主持编
写。“我看到张老师写稿时，身上还挂
着尿袋，很受感动。”

“现在做的是把党史故事资料搜
集整理好，并以学生喜爱的方式讲述
英烈的感人事迹。”张定浙说，有一次
讲课后准备下课， 台下一学生高声
喊：“张爷爷别下课咯，再继续给我们
讲讲故事。”

“我2岁就成了孤儿，是靠助学金
上的学。我很感恩党的培养，我也将
用一生来回报党，希望能为党培养更
多的人才。” 张定浙语气平静但目光
坚定。

年过古稀 壮心不已
———记退休老校长张定浙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谢立松 戴乐得）9月18日， 冷水江市所有乡镇
（街道）均按照“场所选址规范、配套设施完备、
安全措施到位、监控配置齐全”标准，完成了谈
话室建设，基层纪检工作得到进一步完善。

冷水江在乡镇党委换届后，提出基层纪
检组织规范化建设目标，明确乡镇（街道）专
职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干部不少于3人；乡
镇纪委书记和纪检干部不得分管、联系或从

事纪检工作以外的其他业务。 突出主责主
业，集中精力做好纪检本职工作，让基层纪
检机关集中精力种好自家“责任田”。

回归主业后， 冷水江市基层纪委监督执
纪问责有了实质性突破。今年1月至8月，各乡
镇（街道）纪检机关勤拍痛打“苍蝇”，共立案
18件，给予党纪处分的17人，政纪处分的1人，
自办案件、执纪监督、廉政谈话、信访办结均
同比增长50%以上。

冷水江基层纪检勤拍“苍蝇”

怀化123名国家公职人员
主动退出涉矿等经营性活动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雷鸿涛）“辰溪
县公路局原局长田正明和原副局长罗志龙等
人， 因违规参与经营性活动受到党纪政纪
处理……”今年8月以来，怀化市深入开展国家
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专项清理
整治。9月18日，市纪委向记者透露，目前该市已
有123名国家公职人员及近亲属主动退出涉矿
等经营性活动，涉及金额1636万余元。

根据省专治办有关要求， 怀化市制定了

相关《实施方案》，明确了涉矿、涉砂、涉渔、涉
小水电、涉烟花爆竹、涉危险化学品等6个领
域为清理整治重点。同时，采取“数据汇总-比
对筛查-核实交办”的工作方式，开展自查自
纠。利用“互联网+监督”平台，对全市95万余
条国家公职人员及其近亲属有关数据信息进
行“机器”和“人工”两道工序处理，筛查发现一
批国家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
问题线索，及时交办督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