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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朱晖 谭洪汀）“原本陪老婆来参
加孕产妇筛查，结果被老婆‘寄存’在‘准
爸爸课堂’受教育，但真的收获不少。”2月
7日， 株洲市石峰区公共卫生综合服务大
楼启用，该区妇幼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张萍在服务大楼“准爸爸课堂”讲了
一堂课，一位准爸爸听讲后高兴地说。

据调查，约有七成准爸爸在妻子怀孕
后，会由起先的兴奋逐渐变得有些手足无

措，有的会因为不能理解准妈妈孕期情绪
变化而患上“产前抑郁”。 为此，在区公共
卫生综合服务大楼启用当天，石峰区推出
“爱在石峰，情暖妇儿”“心系百姓，健康护
航”两大活动，除了面向全区居民，送出孕
前优生检查、孕产妇筛查、儿童健康体检
与65岁以上居民健康检查等惠民健康服
务大礼包，还举办妇幼健康讲座、新手妈
妈训练营等，特意开设了“准爸爸课堂”。

作为株洲市2017年度“民生100工程”，

石峰区公共卫生综合服务大楼选址清水塘
地区铜霞路霞湾新村， 投资达数千万元，建
成了诊疗室、 实验室等多种医卫业务用房，
建筑总面积近9000平方米， 主要承载妇幼
及老年人等多种健康服务功能，每天可服务
500多人。 加上铜塘湾、清水塘等5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协同效应，让全区居民能在家
门口享受更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

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 石峰区卫计
部门围绕“健康石峰” 主题， 加强服务

网络建设， 不断提高服务能力， 创新打
造由“社区中心1名全科医生+1名社区
护士+对口联系区二级医院1名专科医生
+市二医院对口支持专家” 组成的家庭
医生服务团队， 定期深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举办健康讲座、 医疗等活动。 目
前， 该区家庭医生签约达59471人， 占
总人口四成以上。 这次区公共卫生综合
服务大楼投入使用， 将进一步提高全区
公共卫生服务质量。

怀化：法律援助
为农民工“讨薪”600多万元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何啸）2月
9日，中方县牌楼镇水牛田村村民周德清和工友们，将一面
锦旗送到中方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手中，感谢
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帮助他拿到了拖欠四年的工资。

2014年，周德清、贺清华等39人在中方县一处工地
务工，工程完工后，承包方拒绝支付他们劳动报酬，拖欠
工资累计54万多元。 周德清和工友们于2016年6月到中
方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寻求法律援助。受理投诉后，该中
心开启农民工维权绿色通道，指派专人承办案件。执行阶
段， 中方县司法局和中方县人民法院联合建立法律援助
案件执行绿色通道，加大执行力度，尽管期间该案一波三
折，但在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今年春节前，已有36
万多元发放到位。

去年来，怀化市进一步加快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将经
济困难的农民工、失业人员、妇女、老年人等群体纳入重点法
律保障服务对象， 市县两级法律援助中心为农民工讨薪和维
权开辟绿色通道，免于审查，直接受理。2017年，全市共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2700多件，其中受理农民工维权案件167件，帮助
人数511人，追索劳动报酬618.5万元。

石峰区 公卫服务护航居民健康
家庭医生签约达59471人，占总人口四成以上

� � �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林利 谭真 )近日，省文明办通报我
省“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作品征
集大赛获奖情况。 由湘潭市文联选送的
《图说新二十四孝》荣获一等奖，《学雷锋》
等8件作品荣获优秀奖。

近年来， 湘潭市积极创新工作方式，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形成
了多载体、立体式、全感官宣传教育体系，

在市民中广泛普及传统美德和文明理念。
该市组织专家编印《湘潭市民文明手册》；
精心制作一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挂历，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送日历下
乡”活动；结合公民道德模范评选，突出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精心设计制
作《文明之声》视频；组织艺术家创作《与
文明同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歌》 等歌
曲；结合惠民工程建设，着力打造一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 组织拍摄
《南来道脉———湘潭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片》。

该巿通过不同类型的宣传教育形式，
对广大人民群众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
效果。 2017年，湘潭市、韶山市分别荣膺
全国文明城市， 湘潭市委组织部等10家
单位分别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文明村
镇和全国文明校园称号，涌现“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获得者1名、“中国好人”4名、
“湖南好人”15名，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
明素质得到很大提升。

湘潭 春风化雨提升市民素养
普及传统美德和文明理念，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牛塘村
用上了自来水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陈斯哲

“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小年！ ”2月9
日，新田县陶岭镇牛塘村83岁的何石吉看
到家里的自来水管流出汩汩清泉，开心得
像个孩子。 当天，牛塘村供水工程通水。

“雨天喝浑水，晴天喝脏水，干旱天四
处找水。 ”这是牛塘村村民过去人畜饮水
的真实写照。 多年来，全村980余人仅靠一
口老水井维持日常用水， 水质浑浊不清，
该村也因此成为贫困村。 多年来，村民们
都渴望改善饮水条件，却因为多方面的原
因作罢。

2017年7月， 该村对口帮扶单位新田
县纪委决定解决这一难题。 驻村帮扶工作
队经过多方打听，得知距离村庄近两公里
叫富竹窝山的山上林木茂盛， 可能有清
泉。 于是，工作队决定上山找水。

村民何冷中说：“高温天，工作队队长
彭文新等带着县水利局技术员天天上山
找水，脸上、手上不少地方被树枝划伤、蚊
叮虫咬，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

功夫不负有心人，20多天后， 大家在
富竹窝山上找到了3处水源点。 取水样进
行理化和微生物检测，符合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可以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

“一定让大家在2018年春节前喝上干
净的自来水！ ”工作队向村民们承诺。接下
来，他们请来专家规划取水工程、输水工
程、净水工程、配水工程及消毒设施等，公
开招投标。 2017年11月，投资90万元的牛
塘村供水工程开工。 为了确保工程建设质
量，彭文新等人整整3个多月没有休假，天
天坚守在工地上。 期间，彭文新好几次到
县里跑项目、 批资金都没有回在县城的
家，而是直接赶回村里。 通过大家共同努
力，终于在春节前实现了村民们梦寐以求
的安全饮水梦， 供水量达到100吨/天，可
以满足全村群众的日常用水需求。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维坤 肖井冬

桂阳县莲塘镇楼下村村民王石文，
在父母去世后独自照顾双目失明的哥
哥王石伯29年，端茶送饭、洗澡擦身，用
最质朴的兄弟之情诠释了人间大爱。

2月10日中午，记者来到王石文家，
他正在给哥哥喂饭。“快过年了，哥哥想
回家， 前两天我就带着他从广东回来
了。 ”王石文告诉记者。

王石伯虽然自幼双目失明、生活不
能自理， 但在弟弟王石文精心照料下，
今年76岁的他穿得干净整洁、 精神矍
铄。

王石伯说，天热时，弟弟拿凉席给

他垫背，还特意买来蚊香驱蚊；天冷时，
为他垫上厚厚的被褥、 铺上电热毯；生
病时，背着他去医院看病。

一次，天气寒冷，王石伯半夜突发
高烧、肚子痛，忍不住呻吟起来。 王石文
听到后， 翻身起来背着哥哥往镇医院
跑。 10多里山路，王石文累得满头大汗、
上气不接下气。 那几天， 王石文忙得团
团转，在家煮猪食喂猪后，还要赶往医
院给哥哥送饭、伺候吃药。

王石伯病好后回到家里，感觉连累弟
弟太多，想寻短见。王石文知道后，把自己
的床搬到哥哥的房间， 开导他打消念头。
王石伯喜欢听戏，王石文省吃俭用买来收
录机、唱片，天天放戏曲给哥哥听。

因为长时间生活在黑暗世界里，王

石伯时常生闷气，说话啰哩啰嗦。王石文
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耐心安慰哥哥：“只
要弟弟有口吃的，绝对不会饿着你，我会
照顾你一辈子。 ”

迫于生计，近些年，王石文不得不带
着哥哥外出打工。 为了让哥哥住得舒适
些，他特意找了个光照好的出租屋，每天
清晨起来准备好早餐、中餐，伺候哥哥起
床后再去上班。 下午下班后，王石文顾不
得休息，给哥哥洗澡换衣、做晚餐。

王石伯喜欢吃牛肉、豆腐、鸡蛋，王
石文不管生活怎么拮据， 也会买来做给
哥哥吃。王石文却对自己小气得苛刻，大
热天连个5毛钱的冰棍都舍不得买，穿
的衣服、袜子是补了又补。

“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达我的
心情，是弟弟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
王石伯哽咽道，“弟弟就像自己的‘拐
杖’。 ”

“弟弟照顾哥哥，这是应该的。”王石
文表示，他要一辈子当哥哥的“拐杖”。

嘉禾“春风行动”
促成2800多人就业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通讯员 邓和明 记者 李秉钧）

2月8日，嘉禾县城九老峰景区广场上异常热闹，由嘉禾县
委、县政府主办的嘉禾县2018年“春风行动———迎老乡、
返故乡、建家乡”企业用工暨就业扶贫大型招聘会，吸引
了众多求职者前来应聘。

招聘现场气氛热烈，人潮涌动。各用工单位通过悬挂
横幅、设立咨询台和展板、发放宣传资料、提供企业用工
信息和法律法规政策咨询， 为前来求职的人员提供全方
位的就业服务。 刚从外地务工回来过年的雷小成说：“在
自己家门口也有这么好的就业条件， 过了年就不再出去
了。 ”他在自己感兴趣的职位上填上了个人信息，与有关
企业签订了就业合同。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有来自嘉禾
县经开区及各乡镇的130多家企业参加， 提供4000多个
工作岗位，2800多人现场签约就业。

去年来，为让广大外出务工人员实现“家门口就业”，
嘉禾县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一方面实施“一次办结”
改革，开展“一窗受理、集成服务”试点，全面提高政务服
务效率；另一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公交、供水、住
房、入学、医疗、配偶就业等方面的保障，为“家门口就业”
家庭提供良好的就学、就医和居住环境。 2017年，该县城
镇登记失业率3.36%，创历年来最低。

娄底为返乡人员送健康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肖同权）“叔叔，我头好晕，请问有
什么药吃吗？ ”2月11日上午，家住双峰县
青树坪镇的小建军，刚出娄底火车站就看
到了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

在一旁的爷爷告诉医务人员，小建军
的父母在广东打工，他带着小孙子回老家
过年，没想到小孙子一路上咳嗽、喷嚏，好
像还发烧了。“大爷，您别着急，小朋友只
是有点感冒，我们给他开点药吃。”医生一
边安慰爷爷， 一边仔细给小建军检查身
体，并免费为其发放药物，嘱咐孩子一定
要按时吃药，早日康复过大年。

随着春节临近，大量在外工作、生活的
娄底人集中返乡。 旅途劳顿，难免有人身体
不适。 2月9日开始，娄底市中心医院积极响
应娄底市政府“温暖回家路”大型公益活动
号召， 组织医务人员在人流量较多的车站
免费为返乡人群提供晕车药、感冒药，并连
续5天送派医务人员开展义诊，让返乡人员
感受到家乡的温暖。

株洲高新区
兑现“双创”人才支持政策

216人得到金额10万元至100万元
不等的支持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徐洋）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 也是对企业发展最大的支
持。 ”2月9日，在株洲高新区举行的中国动力谷“双创”人
才政策兑现会上， 湖南立方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涂健得到15万元资金支持，他高兴不已。

这次兑现会，有216名首批认定的中国动力谷双创人
才得到资金支持，支持金额1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

为了给株洲·中国动力谷建设提供强大智力支撑，去
年12月1日，株洲高新区发布《鼓励引进培育中国动力谷
双创人才的实施意见（试行）》，确定每年提供5000万元
人才专项资金，个人最高可获得260万元补助，创新创业
团队最高可享受1000万元资金补助。 目前，株洲高新区
集聚各类人才超过12万人， 其中建立合作关系的两院院
士26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50名。 今年，该区将按照中
国动力谷“国家级”定位要求，以国际化视野招才引智，积
极参加德国碳纤维谷2018年度大会，参加日本人工智能、
半导体机器人年会活动， 并探索在美国硅谷设立人才合
作窗口等，以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到中国动力谷创新创业。

老百姓的故事

� � � � 2月10日，隆回县三阁司镇举办迎新农民运动会，全镇30支代表队1147人参加拔河、
顶南瓜、担粮食、运粮食、翻轮胎等比赛。 曾勇 摄

①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2 月 11 日

第 2018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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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1040 428480

组选三 559 346 193414
组选六 0 173 0

1 1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2月11日 第2018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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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2669907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2
二等奖 21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2 6383135
11 9694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261
100526
1635361
10509848

104
3961
63081
419143

3000
200
10
5

0712 18 25 2713 记忆中的老长沙
2月11日，老摄影家林承先（左）在

为观众介绍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当天，
《打开尘封的老长沙记忆》长沙老照片展
在长沙规划展示馆启幕， 展示的450张
老照片， 展示了近百年来长沙的变迁与
发展，唤起了众多市民对老长沙的回忆。
展览将持续到3月11日。

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摄

农民运动会
开心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