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龙”表演庆新年
2月18日， 武冈市邓家铺镇龙伏村，村民在欣赏独具一格的“水龙”表演。“水龙”表演

在当地传承已有1400多年，因表演内容丰富，套路复杂，已面临失传。今年春节，返乡村民
在老一辈的指导下，再次演绎这一传统文化。 杨运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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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
讯员 张雪珊）“以前要到一公里外的井里挑
水喝，现在搭帮党和政府关怀，我们喝上了
方便、干净的自来水。”春节期间，邵阳市双
清区爱莲街道云水村村民马芬芳最开心的
事情是家里通了自来水，拧开龙头水就哗哗
来，做饭洗衣好轻松。

云水村是双清区最后一个自来水供水
入户村。赶在春节前，该村的市政管网延伸
供水工程全线竣工通水， 全村612户村民用
上了自来水。这标志着双清区在邵阳市率先
实现农村安全饮水全覆盖。

2016年， 双清区尚有农村饮水不安全
人口5.9万余人。当年，该区按照邵阳市委、
市政府的部署，把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当作脱
贫攻坚奔小康的重要工程来抓， 强力推进
“城乡供水一体化、区域供水规模化、工程建
管专业化”。该区通过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贷
款、平台融资、群众自筹等形式筹集资金，确
保用两年时间，消灭农村饮水不安全现象。

为提高供水质量、便于经营管理，双清
区立足当地实际，改变过去农村供水分散打
井的落后方式，实行建水厂、延伸管道两条
腿走路。邻近城市的乡镇，推动城乡供水一
体化，让符合条件的村都接上城市自来水主
管网。 高崇山镇有13个村存在饮水难问题，
区、镇两级政府充分利用在该镇铺设城市自
来水主管网的契机，投入1130万元，为13个
村接通城市自来水， 解决了1.8万人用水不
安全问题。对规划范围外或因各种原因无法
延伸市政管网的村，建设农村规模化乡镇水
厂， 实行集约化供水。 渡头桥镇地处偏远，
区、 镇两级通过招商引资吸引社会资金投
入，建成规模水厂1家，解决了全镇村民用水
难问题。

从2016年至今， 双清区共投入7000多
万元，完成农村安全饮水项目38个，新建改
造乡镇水厂6家，铺设自来水管410公里，解
决了5.9万农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通讯员 罗中华 刘
鹏 记者 杨军）连日来，桃江县松木塘镇龙塘村
贫困户李新良的新家年味十足： 火红的春联贴
起来了，房子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厨房里热气
腾腾。他的妻子正忙着准备过年菜品，小孩在快
乐地玩着游戏。 李新良笑着说：“住新房， 过新
年，以前想都不敢想，这是享了‘幸福安居工程’
的福。”

从前，李新良一家6口人，一年收入不到1万
元，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四处开裂。去年，李新
良家被列入桃江县“幸福安居工程” 安置户名
单，由政府出资盖房。其80平方米的新房，由政
府补贴6.4万元， 去年10月动工建设，12月底建
成，新房里客厅、卧室、厨房、厕所一应俱全，还
进行了简朴大方的装修。

据了解，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桃江县发现一
批贫困户担心建房花钱，自己无力偿还，就算无
房或住房破旧也不愿申请危房改造。县委、县政
府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经广泛调研，县里创新思
路，整合住建、国土、民政、财政、残联、移民、扶贫
等部门政策资金，实施“幸福安居工程”。“为特困
户解决安全住房是为群众造福， 是件幸福的事，
安居又乐业，就叫‘幸福安居工程’吧。”桃江县委
主要负责人说。这项工程由县住建局制定实施方
案，实行保障建房。名额没有地域、指标限制，实
行应保尽保， 让居者有其屋。“幸福安居工程”由
农户自己提供宅基地， 政府在有关政策标准内，
按当地农村建房行情以每平方米800元的标准
进行兜底补助，让贫困户不出一分钱住新房，做
到了“政府出钱建房，贫困户拎包入住”。

去年，桃江县共投入资金1596.54万元，经过
申报、评议、审核、公示等程序，对388户特困户实
施了“幸福安居工程”，并于当年底全部建成。

实
现
农
村
安
全
饮
水
全
覆
盖

村
民
高
兴
用
上
自
来
水

双清区 桃江县

政
府
出
钱
实
施
﹃
幸
福
安
居
工
程
﹄

贫
困
户
﹃
拎
包
入
住
﹄
新
房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林湘国 潘思荣

经镇村党组织及时劝导， 浏阳市镇
头镇罗氏家族果断取消原定规模达
5000人的集体团年宴，并把已购食材赠
送给困难群众与敬老院老人。2月12日
《湖南日报》曾对此作了报道。

美谈不止这一桩，新春新事数不清。
春节这几天，记者在浏阳市走访感受到，
文明春风在这里劲吹。

“无烟婚礼”倡导健康
2月20日， 在浏阳市沙市镇的一个

小山村，一场“无烟婚礼”清新夺目。
婚礼举办地沙市镇黄花村战中组，

去现场的路边每隔数十米悬挂着一幅禁
烟横幅；新郎家对联“两人携手共倡无烟
世界 一世比肩共享健康生活”、横批“无
烟婚礼 更多的爱”贴在大门口。婚礼宴
席上，每桌摆着一张宣传禁烟的小卡片，
有喜糖、喜酒、零食等，唯独没有喜烟，每
一位来宾的手臂上还贴着“禁止吸烟”的
不干胶贴纸。

“烟草的危害众所周知，衷心希望亲
朋好 友 们 能 够 生 活 在 无 烟 的 清 新
环境中……”婚礼仪式上，新郎李大亮
向在场亲朋讲述“无烟婚礼”的缘由。

跑步跑出新年精气神
大年三十的上午。 浏阳市大瑶镇杨

花村，一群年轻人聚在村部会议室，参加
村大学毕业生新春座谈会。 这样的座谈

会，杨花村已连续举办了4年。今年的主
题是： 乡村振兴背景下杨花发展机遇与
挑战。两个小时的座谈，既有温馨的家乡
情，更有思想的交融和碰撞。

而大年初一的环村长跑赛， 杨花村
也已坚持了7年。200多人从村内隘口关
口桥出发， 沿着村级主干道和杨花河绕
村一圈。沿途村民不停为选手加油助威。
杨花村党总支书记刘良洪说， 希望通过
比赛，不仅倡导良好的生活方式，自觉远
离陋习， 同时增强大家对乡土的感情和
理解，促进交流。

与此同时， 大年初一村里的篮球赛
也是杨花村的一项传统赛事。4个队经
过一天4场比赛的激烈角逐， 上街队获
得冠军。

自办“春节节目”
“这次过年特别有意义！”浏阳市社

港镇合盛村芦溪片三角组寻永平感慨
道。

三角组是一个只有25户人家130名
村民的村民小组。这个春节，组上成功组
织节目多达14个，形式多样，精彩纷呈，
从策划、主持、编导、节目表演、音响等
等， 都是组上村民自己负责。 最难得的
是，定居武汉、广州等地或在外地求学、
经商的村民都回家了， 全组村民第一次
全部聚在一起过新年。

“遵德守法，践行公德美德；敬老孝
亲，尽心赡养父母……”三角组春节团拜
会上，组长林春生带领村民们一起宣读学
习村民自己参与制定的《文明自律公约》。

冷水滩区：
自助图书馆不“放假”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丽
音）藏书3000册，24小时全自助服务……今年春节期
间， 永州市冷水滩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成为广大市民休
闲、阅读的好场所。2月21日，记者先后来到冷水滩区5个
24小时自助图书馆，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春节氛围。 据了
解，为打造中心城区崭新的文化品牌，永州市区两级筹资
300余万元，在冷水滩中心城区建起了5个24小时自助图
书馆，每个自助图书馆配置纸质图书2000至4000册。

资兴：企业复工迎“开门红”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邝

岚）今日，记者来到资兴市园区的企业车间，映入眼前
的是一片繁忙景象。“春节长假期间，我们有上百名员
工坚守工作岗位，狗年生产经营实现了‘开门红’。”青
岛啤酒郴州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据了解，为保证企
业节后快速投入生产，资兴市委、市政府进行了统一
部署，全力帮助协调解决用工、用电、用水等实际问
题，争取实现一季度“开门红”。春节后，该市杉杉新材
料、丰越环保科技等32家规模以上企业已全面复工。

文明春风荡山乡
———浏阳市移风易俗倡新风见闻

■《浏阳5000人团年宴叫停》后续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王晗 李
国斌 通讯员 王琼）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
安局了解到，今年春节期间，长沙市刑事警
情同比下降三成。

春节期间， 长沙市公安机关每天确保
3000名以上警力在岗在位，加强社会面治安管
控和交通、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夜间巡逻防
控机制和公安武警联勤机制，加强街面、社区和
重点部位巡逻防控，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强化快
速反应。针对除夕焰火晚会等春节期间大型群

众性活动，长沙警方加强警力部署，细化安保工
作措施，确保了各项活动安全顺利进行。同时，
警方还重点加强了橘子洲、岳麓山、烈士公园、
梅溪湖、步行街等景区商圈周边的警力部署和
交通疏导力度，确保了市民和游客安全出游。

据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统计，2月15
日至2月21日，长沙市刑事、治安警情与去年同
期同比分别下降30.1%、23.7%，全市没有发生重
大刑事案件、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及火灾事故，全
市人民度过了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

刑事警情同比下降三成
春节期间长沙市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金慧 张建辉）春
节期间，是山林用火高峰期。为预防森林火
灾， 长沙每天有2万多人坚守在森林防火一
线。截至2月18日，长沙未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事故，森林防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长沙各县（市、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均
按照省、市要求，召开森林防火专题会议，
层层签订森林防火责任状。2月5日起，长沙
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组成8个督查组，分赴各
县（市、区）重点乡镇开展督查，重点检查防

火责任落实、防火宣传、火源管理、应急准
备、值班备勤等情况。各地采取现代宣传手
段和传统宣传手段相结合的办法， 利用广
播、电视、短信等滚动发布森林防火信息，
在林区主要路口、 重点防火区域建立固定
宣传牌。 市森林防火指挥部赶制宣传挂历
20000份，发放、安装宣传警示牌16块。长
沙县福临镇发布关于不燃放烟花爆竹的倡
议书，宁乡市黄材镇开展以鲜花换鞭炮、鲜
花祭祖活动，掐灭森林火源。

长沙力保森林零火灾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廖声田
田育才）今天，随着自驾车纷纷驶离，张家界
春节黄金周旅游圆满收官。7天长假，旅游胜
地张家界呈上满意答卷：接待游客157.85万
人次，同比增长26.29%；实现旅游收入13.75
亿元，同比增长31.78%。旅游总收入增幅高
于接待人次增幅，实现人财双丰收。

春节期间，“张家界旺” 还体现在媒体
关注上。央视多次聚焦张家界，彰显张家界
知名旅游胜地建设的美誉度和知名度。2月
14日，在央视《东西南北贺新春》节目中，张
家界作为5个分会场之一，展现绝美的自然

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以及张家界土家族、
白族、苗族等独具特色、喜庆热闹的过年场
景；2月16日，央视国际频道《中国缘》播出
张家界美景美俗专题片———《我的土家婚
礼》，通过“洋媳妇”的土家婚礼，展现张家
界绝美的自然遗产风光和溪布老街的多彩
非遗文化。

随着张家界全域旅游发展日渐深入，
乡村游、自驾自助游等主题产品备受喜爱。
春节期间，宝峰山、禾田居、洪家关、石堰
坪、马儿山等景区景点“全面开花”，共接待
自驾车8.37万台次，同比增长27.59%。

旅游收入增幅高于接待人次增幅
张家界旅游实现“人财两旺”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蒋睿 徐
荣 通讯员 虞槟宇） 随着大年初六最后一
天春节假期的结束， 湘潭春节黄金周旅游
圆满收官。今天，记者从湘潭市旅游外事侨
务港澳局获悉，春节黄金周期间，该市接待
游客326.52万人次，同比增长10.39%，实现
旅游收入16.19亿元，同比增长36.07%。

据湘潭市旅游外事侨务港澳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春节期间湘潭各景区推出特色活
动，亮点纷呈。湘潭市盘龙大观园推出“古典
印象年”“70、80趣味年”“现代辉煌年” 嘉年
华活动和新春灯会活动，让各路游客在观赏
奇珍异草的同时，穿越时空感受不同年代的
春节氛围；湘潭市博物馆则以“狗年”为主题

举行“骏犬啸天———戊戌狗年新春生肖文物
图片联展”，引来上千游客围观。

春节期间，湘潭景区最大的亮点莫过于
窑湾历史文化街区。2月12日，窑湾历史文化
街区临时向社会开放，景区内古色古香的建
筑亮丽如新， 坑洼不平的街道铺上了麻石
砖……改造后的窑湾焕发新的生命力。

湘潭红色旅游景区依旧火爆。“到韶山
给毛主席拜年”已成为一种新的过年方式。
广大湘潭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
韶山，给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参观毛主席
故居。随着红色旅游线路的完善，乌石彭德
怀元帅故里、 湘乡陈赓大将故里的游客也
络绎不绝。

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吸引游客
湘潭春节期间接待游客326万人次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文紫湘）“永州是个好地方！”2月21
日， 即将返程的上海游客王进仍恋恋不舍
地说。春节黄金周，永州市接待游客141.5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31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22.14%、35.58%。

春节黄金周期间，永州市精心打造了有
地方文化和民俗特色的一系列精品旅游线
路，形成多个“卖点”。零陵区精心策划“2018
零陵首届民俗庙会”系列活动，展示当地河灯
祈福、花市争艳等传统民俗，单日游客量在3
万人次以上； 东安县在舜皇山景区所在地大

庙口镇举办了“年货节”，满足游客的购物需
求；江华瑶族自治县挖掘民族特色，举办了瑶
家“耍人龙”“瑶族婚嫁仪式”等活动；新田县
推出访古探秘、 富硒康养线路； 宁远县开展
“闹新春”主题旅游系列；江永县推出了瑶家
古风、女书探源研学游等5条精品线路；回龙
圩管理区举办灯光艺术节，吸引游客。

同时， 永州市大力打造踏青赏花精品旅
游线路。 永州植物园8万多株杜鹃花、6万多株
菊花、 上千株大型精品三角梅及其他花卉开
放， 双牌县泷泊国际慢城花千谷景区腊梅绽
放，道县浪漫樱花园正式开园，引来众多游人。

打造精品线路 形成多个“卖点”
永州旅游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2月21日， 衡阳县
关市镇有机蔬菜基地，
村民在采收萝卜。近
年，该县结合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引导农
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帮助和带动周边11个
村291户村民发展蔬菜
产业，村民人年均增收
1600元以上。

刘欣荣 摄

采收萝卜

浏阳：
“浏商”积极回乡投资项目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任
敏 黄康）近日， 50余位浏阳籍在外企业家、知名人
士代表返乡参加浏阳市2018年“引老乡、回故乡、建
家乡”新春招商恳谈会，与家乡领导共谋家乡发展。
近5年，越来越多的在外“浏商”相继选择回乡创业，
他们投资的项目已经达到170余个。随后举行的招商
恳谈会上，厉农帆、宋志明、陈宏超、张毅、肖永初、陈
洪波等“浏商”代表先后发言，表达了返乡发展的强
烈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