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肖强）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获悉，从3月1日开始，通过自助渠道
处理非本人车辆的交通违
法，必须先实名注册并绑定
对应车辆，并且只能处理绑
定之后产生的交通违法。

为了进一步打击“卖
分、买分行为”，公安部交管
局统一对全国的电子眼处
理系统进行了升级，自3月1
日起， 凡是通过自助机、手
机APP、网站等自助渠道办
理非现场处罚业务的驾驶
人，需先通过“交管12123”
手机APP进行实名注册并
绑定对应车辆，或通过交警
处罚窗口进行面签绑定。

交警提醒，驾驶非本人
车辆产生交通违法的驾驶
人，请在3月1日前尽快通过
自助机等渠道处理交通违
法。

据了解，办理实名绑定
有两种途径， 通过“交管
12123”手机App，只允许申
请绑定本人名下车辆和1辆

非本人名下机动车；通过交警处罚窗口办
理， 可绑定非本人名下机动车1至3辆，进
一步限制“卖分、买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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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狗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对大多数人来说，
过年一家人团聚， 看看电视、 电影是主打节
目。那么2018年的春节，会有哪些好看的电
视节目和电影播映呢？记者提前透露给你，小
荧屏、大银幕优质节目和影片扎堆，会让全家
人笑得合不拢嘴。

湖南卫视新闻综艺齐上阵
王牌节目扎堆庆新春

最先让你感受春节喜庆氛围的是湖南卫
视的“春节走基层”新闻栏目，“新春走基层，
直播奉嘎山”，2月14日（腊月二十九）至18日
（大年初三），吃晚饭的时间，湖南卫视带我们
走进娄底市新化县的奉家镇下团村， 看村民
与游客抓团鱼、打糍粑、篝火大联欢、制作最
大的鱼冻、做雪花丸子、吃长龙宴，体验“古桃
花源”里的年味。

除夕夜，和全国人民一起看央视“春晚”
守岁后，大年初一的湖南卫视马上又给你“好
看”。19时30分，“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全球
华人华侨春节大联欢， 不仅让你见识马来西
亚的少年打起二十四节气鼓，魔术、戏曲、杂
技、故事、创意互动秀、音乐情景秀轮番上演，

“白娘子”赵雅芝、“许仙”叶童与小戏骨同台
表演《相遇穿梭千年》，钟汉良又唱又跳两首
歌曲《何以爱情》《感觉够》， Twins合体唱
《见习爱神》。苏诗丁和杨宗纬带来了歌曲《凉
凉》，杨钰莹化身“杨贵妃”唱戏曲《再遇梨花

颂》，沙宝亮和张碧晨领唱歌舞《四海同春》。
22时是《2018歌手》第六期，记者日前在录制
现场探班看到， 为表达对中国观众的新春祝
福，来自英国的Jessie� J在歌末用中文感谢喜
欢她的观众，“黑马”菲律宾的KZ谭定安用中
文将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 和王力宏的
《你不知道的事》混编演唱。华晨宇将周杰伦
的《双截棍》演绎得“面目全非”，最应景的是
汪峰唱的《所有的人都在玩手机》，他诚恳地
希望观众在春节期间放下手机，多陪家人。

大年初二，《快乐大本营》在20时20分如
期而至，“快乐家族”换了新成员，节目也有了
创新模块“不是你以为的世界”，有哪些明星
或名人会上狗年第一期“快本”呢？当晚才能
揭晓。紧随其后的是22时的《声临其境》，作为
全国首档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真人秀节目，意
外地得到观众追捧，捧红了年轻的朱亚文、韩
雪、赵立新等演员。大年初二，大家会听到郭
德纲、王洛勇、保剑锋和范明用声音拼演技。

电影抢滩贺岁到元宵
喜剧动画爱情动作片乐全家

长沙人喜欢看电影， 仅去年就为票房贡
献了7亿元， 占全省票房的45.2%。2018年的
春节，长沙人关注的是，有哪些新电影在召唤
呢？

记者告诉你，还没到春节，长沙90家影
院579块银幕就有美国的《马戏之王》《忌日
快乐》和中国的《南极之恋》《泡芙小姐》开始
预热了。《马戏之王》 有马戏团的欢乐和励志

故事，主题曲还斩获了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大
奖；《南极之恋》献上南极壮丽的冰川、惊心动魄
的雪崩和最传奇的爱情故事。

大年初一， 好戏连台。《捉妖记2》《唐人街
侦探2》《西游记女儿国》《祖宗十九代》《红海行
动》都抢着在这一天上映，你是想看梁朝伟和
李宇春加盟的江湖捉妖呢？还是好奇王宝强参
加世界侦探大赛？ 或者跟随唐僧师徒4人闯入
没有男人的女儿国？但郭德纲的喜剧《祖宗十
九代》是清一色的相声演员参演，根据“也门撤
侨”事件改编的《红海行动》会让你心跳加速。

春节的影院不能忘了寒假里的孩子，动画
片是首选。《金龟子》讲述一只生活在研究所“人
造丛林”虫箱里的金龟子的惊险奇遇。西班牙
和加拿大联合拍摄的《狗狗的疯狂假期》则讲
述一只被寄养在顶级宠物酒店的小猎犬团结
伙伴、战胜恶棍的故事。《熊出没》系列一年一
度准时报到，今年的《熊出没·变形记》里，光头
强和两只熊被“缩小机”意外缩小，在“微观世
界”冒险。

元宵节电影让你又哭又笑。看印度片《小萝
莉的猴神大叔》，要带足纸巾。巴基斯坦小女孩跟
母亲去印度祈愿，在火车上走散，被印度一对情
侣历尽艰险送回家。喜剧爱情片《闺蜜2》里的“闺
蜜团”开启了一段婚前单身派对，却遭遇意外连
连。动画片《彼得兔》令人捧腹和啼笑皆非，《金钱
世界》改编自1973年一起轰动世界的豪门绑架事
件。令人深思的是获得7项奥斯卡提名的《三块广
告牌》。美国一单身母亲在女儿被奸杀，凶手迟迟
不能归案的情况下，租下3块广告牌，直接喊话警
察，结局却出乎意料。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瞿云 冯奎

大红灯笼高高挂，火红对联迎亲友。
近日，记者走进沅陵县官庄镇界亭驿村，

浓浓的喜庆氛围扑面而来。
在村民张丕进家， 大红喜字耀眼。 前几

天， 张丕进年近30岁的儿子张涛脱了单，娶
了邻村姑娘马衣林， 老张心中的一块石头终
于落了地。村干部告诉记者，农历腊月，村里
共有11户搬新家、3户嫁娶。

“界亭驿村日子红，辰龙关里茶香浓，要
问哪得好日子，碣滩茶叶记头功。”在村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一些村民在自编自演节目《茶
农过年》。

在界亭驿村，有贫困户103户，大家都拿
到了合作社的分红。

界亭驿村地理位置偏，是国家级贫困村。
但村里山清水秀，有号称“天下第一关”的辰
龙关，还有茶马古道，种茶历史上千年。

“必须盘活资源，让青山变金山、田园成
公园。”县委主要负责人坐镇村里，帮助村支

两委制定发展大计。
2016年初，界亭驿村启动实施辰龙关十里

休闲养生茶庄园项目，规划面积15平方公里，建
成集产业、科普、观光、健身于一体的融合式庄
园。村里43户贫困户与沅陵干发茶业公司签约，
流转土地107亩；公司优先聘用贫困劳力，去年
用工130多人，人均收入5000多元。同时，村支
两委组织成立茶叶种植合作社，村里103户贫困
户全部入社，共种植碣滩茶1000亩。

村里“创客”杜时云，早些年在沿海办厂，
看到界亭驿村发展前景好，便回乡创业。他投
入50万元建设金溪农场，种植葡萄、桃李、橘柚
等水果210亩，吸纳30户村民加入，其中贫困户
6户。去年初见成效，收入30多万元。

去年底， 界亭驿村辰龙关茶庄园建成了，
村电商体验馆、茶叶加工厂、会仙农家乐等也
建好了。今年元旦小长假，该村接待游客近万
人。辰龙关茶庄园还被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
会评为“中国三十座最美茶园”之一。

村党支部书记张晓峰介绍，去年村里已
脱贫63户，剩下的40户今年脱贫没问题。

佳片扎堆闹新春
文化视点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

2月12日， 省纪委通报了2017年以来
全省查处的8起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典
型问题。

有的违规收受巨额礼金，有
的置办宴席超百桌

通报的8起案例中，省卫计委原党组成
员、副主任方亦兵是唯一的厅级干部。

2016年10月，方亦兵在操办其父亲丧
事过程中， 违规收受亲戚以外人员所送礼
金共计43.89万元。事后，方亦兵仅向组织
报告并上缴收受亲戚以外人员礼金5.6万
元。方亦兵还有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生活纪律和其他廉洁纪律等问题， 受到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及线
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龙山县政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张兰英
则因违规操办儿子婚宴被通报。

2016年12月27日，女方在龙山县某小
区置办宴席共80桌，其中，张兰英邀请和
安排参加的自家亲戚、朋友、同学占40桌。
12月28日、31日，张兰英又分别在龙山县、
儿子工作地吉首市置办宴席共33桌。 三场
宴席，张兰英均安排专人负责收礼，违规收
受亲属以外人员礼金共计13.54万元。张兰
英还存在不按规定报告宴请桌数、 拟用车
数等问题。组织调查期间，张兰英主动退回
礼金9.23万元，上缴违纪所得4.31万元。张
兰英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2017年9月22日至24日， 道县白马渡
镇原党委书记黄涛在县城家中操办父亲丧
事，共置办宴席125桌。出殡时，参与送葬的
私家车共39辆。9月27日，黄涛向组织报告
称操办宴席45桌、车队规模8辆。黄涛大操
大办父亲丧事且不如实报告操办情况，在
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和免职处理。

此外，还通报了慈利县科协党组书记、
主席王清违规操办女儿婚宴问题； 湘阴县
城市建设投资管理中心原党组成员、 副主
任李国军违规操办父亲寿宴问题； 桃源县
戈尔潭水库管理所副所长张小兵违规操办
儿子升学宴问题； 邵东县道路运输管理所
廉桥道路运输管理站党支部书记、 站长匡
永辉违规操办乔迁宴问题； 宁乡市巷子口
镇巷市村党支部书记谭小玲违规操办儿子
婚宴问题。

对顶风违纪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据了解，省纪委《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

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 和省纪
委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党和国
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
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出台以来，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大对大操大
办歪风陋习的整治和查处力度， 严肃查处
了一批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问题。

“以上8起案件说明，在正风反腐高压
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对有关规定不
闻不顾，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最终都受到应有的惩处。”通报
指出，全省广大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务必引
以为戒，严格执行《规定》《通知》及有关要
求，严格落实报告制度，带头文明节俭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 要坚决防止利用婚丧喜庆
事宜大操大办、大吃大喝，甚至借机敛财。
对于他人大操大办的婚丧喜庆宴席以及各
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不要盲目捧场、参
加，也不要只随礼不参加，应当自觉抵制、
坚决回避。

通报要求各级把整治违规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问题作为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加强教育、管理
和监督，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节俭
新风。对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省纪委通报8起典型问题———

对违规操办婚丧喜庆说“不”

乡村振兴纪实

界亭驿的变迁

古道雄关 茶叶飘香

新春献爱心
温暖携手行

2月12日， 学生在为一
位老人贴福字， 迎新年。当
天，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詹习成和10
余名学生及志愿者， 来到长
沙县星沙街道金牛湾社区，
为居民送年货，写福字，贴春
联。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下月起处理车辆违法需“面签”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龙文泱）昨
晚，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一季圆
满收官，《国家宝藏》 特展入驻的9件国宝揭
晓， 湖南省博物馆的皿方罍和浙江省博物馆
的玉琮、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陕
西历史博物馆的懿德太子墓壁画《阙楼仪仗
图》、河南博物院的云纹铜禁、上海博物馆的
大克鼎、 辽宁省博物馆的唐摹王羲之一门书
翰卷、南京博物院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故
宫博物院的石鼓等入选。

《国家宝藏》自2017年12月3日起，每周
日晚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首播，历时72天，
纵览27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皿方罍作为“华夏民族复兴的转折”的历
史证物，“战胜”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执
壶、辛追墓T形帛画，入选特展。在昨晚的揭
晓盛典上， 每件入选特展的国宝都有一位特
别的揭晓嘉宾。 湖南省博物馆入选特展国宝
的揭晓嘉宾为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蓝天野。

蓝天野声音洪亮、字字铿锵，宣读了皿方
罍的入选理由：皿方罍器盖上有“皿而全作父
己尊彝”铭文，器身上的“皿作父己尊彝”6个
字至今仍然清晰可见。这尊3000余年前由皿
氏一族为祭祀父辈先人铸造的青铜重器，工
艺高超，是后世不可多得的绝品，堪称“方罍
之王”。它也体现了古人对宗室血脉的敬重之
情。重新现世之后，它的器盖和器身分离近一
个世纪才重逢。如今，“游子”归家，皿方罍的
含义早已超越其本身。 它时刻警醒着炎黄子
孙，也展示了当代中国的盛世自信。

据故宫博物院官方微信“微故宫”消息，
今天，《国家宝藏》特展在故宫箭亭广场揭幕，
9件文物的数字影像揭晓。

9大博物馆分展也同步启动。在湖南省博
物馆“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厅”，您可
近距离一睹皿方罍风采。

见证华夏民族
复兴的转折

湖南省博物馆皿方罍入选
《国家宝藏》特展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彭司进

2月7日， 保靖县迁陵镇通坝村尹家坡
风景如画： 一株株乔木依然黛绿， 傲立山
上；一栋栋木屋整齐排列，焕然一新；一座
座亭台掩映林中，赏心悦目。踏上美丽的尹
家坡，只见操着不同口音的游客，兴致勃勃
来到尹家坡“走玩”。

从无人问津到门庭若市，都源于2015
年4月到来的湖南航天管理局驻村帮扶工
作队。 从此，这个“青山映彩霞，竹海翻碧
浪”的山寨人来人往。

“把通坝村打造成‘保靖县城的后花
园’。 ”这是工作队队长赖建超与队员李
良昂来到这个土家山寨时立下的誓言。
他们入驻通坝村后，对村里的人文历史、
自然资源等作了一番详细调查。 据考古
专家介绍， 这里曾是古代人类活动的重
要场所。 在进村公路上方的要坝洞，考古
发现有大量的古人类遗物遗迹， 公路下
方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代四
方城遗址。 村中植被丰富，酉水河从村脚
蜿蜒而过。

赖建超提议： 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汉代四方城遗址的保护利用，积

极打造“保靖县城的后花园”。 他找了相关
旅游设计院帮助制定了《通坝村乡村旅游
规划设计》。 经过此番努力，通坝村乡村旅
游发展项目通过了。

通坝村党支部书记向正财告诉记者，
3年来，工作队共争取资金1500多万元，实
施项目46个，整体推进乡村旅游软硬件建
设。 雅致的观景亭、崭新的观光栈道、民族
特色浓郁的寨门、垂钓中心等，一一建成
投入使用。

曾在外务工的村民尹清兴，回来在尹
家坡办起了农家乐，年利润20万元。 现在，
全村的土鸡、土鸡蛋、腊肉及蔬菜基本上
不用外销， 在农家乐就销售一空。 随着游
客纷至沓来， 工作队按照整村推进方案，
在尊重民族文化、 建筑风格的前提下，对
全村113栋特色民居实行改造， 对10户贫
困户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改造后的黑瓦木
板屋，与绿色山林交相辉映。

2017年， 全村12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全部脱贫。 如今，乡村旅游、水果种植及光
伏电站为村民增添了致富的内生动力。

赖建超介绍，今年春天将把现在集中
栽种的626棵桂花树分别移栽到村民家门
口，寓意村里的学子们都能“蟾宫折桂”！

湖南航天管理局驻村帮扶工作队———

通坝村通向旅游致富路

精准扶贫在三湘
———驻村扶贫故事

� � � � 1月26日，沅陵县官庄镇界亭驿村辰龙关茶园会仙桥。（资料图片） 瞿云 冯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