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张杨 2018年4月25日 星期三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李支国）有的不法企业与环保部
门“躲猫猫”，环保设施建而不用、时开时
停，成为环保执法一道难题。如今，株洲
市环保部门已找到破解办法———在全省
率先使用“互联网+”手段，通过用电量
变化，实时监控企业环保设施运行状况。

日前， 株洲市环保局向记者介绍了
一个运用“互联网+”技术查处的首起企
业环保设施运行异常案例。这个“触网”
的企业名叫湘煤立达矿山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前些日子，该企业污水处理设施旁
的护坡垮塌，压垮了电线，导致污水处理
设施不能正常使用。 企业还在组织抢修
时，当地环保执法人员就出现在现场。在
调查取证后， 环保部门确定该企业并非

故意， 于是要求企业在恢复运行污水处
理设施的同时制定事故处理预案， 确保
今后不出现类似情况。

原来， 株洲市环保局会同电业部门，
在该公司污水处理设施上安装了智能电
表。污水处理设施如出现用电异常，电量数
据就会通过网络实时传至处理平台，并触
发预警处置程序。目前，株洲市已有88家重
点企业共安装智能监控电表99套，基本实
现重点排污企业智能监控全覆盖。

株洲市环保局负责人说，该市2012
年就建成了全省第一个数字环保系
统，并进行了改造升级。下一步，将实
现智能电表监控平台与数字环保系统
无缝对接，提升“互联网+”监控效果。
这一监控手段今年还计划向县域扩

展。“互联网+”广泛应用后，不仅能监控
企业排污，还能对10万平方米以上建筑
工地实行在线监控， 防控建筑扬尘等污
染，并全天候监控PM2.5、PM10等6类污
染因子，及时获得预警。

创新监控手段， 带动环境质量持续
向好。今年一季度，株洲市区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为66天，优良率达73.3%、同比上
升21.1个百分点，PM2.5、PM10同比分
别下降23.1%、10.7%， 湘江株洲段水质
持续优于国家Ⅱ类标准。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 乔雁城）“这栋老房子年
久失修，安全隐患大。这次拆除后，我们
这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4月19日，伴
随挖掘机的轰隆声， 临湘市黄盖镇一栋
残破土坯房轰然倒地。 这是临湘市吹响
“空心房”整治“冲锋号”以来的一个镜
头。

临湘市把农村“空心房”整治作为乡
村振兴的“先手棋”，助力全域旅游。成立
小城镇建设投资公司， 首期筹集资金
3500万元，并摸底排查出全市共有“空
心房”面积462374平方米。遵循“拆、建、
管”并重原则，与全域旅游、易地扶贫搬

迁、新型城镇化等重点工作无缝对接。
该市统筹整合水利、安全、旅游、农

业等部门资金近4亿元，拆除黄盖湖大堤
下“空心房”、危旧房共310栋，增减挂钩
复垦土地300亩；建设2个功能齐全的江
南风情小区。 该市还将引资2.4亿元，在
黄盖湖大堤下的广坪、天鹅两村，规划田
地、水面2万亩，打造一个可供市民采摘、
野钓、 骑行等多种户外活动的“稻田公
园”。如今，在临湘市黄盖镇，一个规模宏
大的“稻田公园”初具雏形，一排排黛瓦
白墙的民宿建筑绽放水乡风情……

临湘市还组建专业队伍，对整治后
产生的建筑原料进行分类筛选，甄别利

用。共收集具有地域特色、民俗文化的
老青砖、 老火砖25万块， 石磨、 石磙
1309个，雕花木具768个。全部修葺后，
将其用于该市“药姑小镇”“浮标小镇仿
古街”“千年茶镇”聂市老街等特色旅游
资源开发。

截至目前， 该市共拆除“空心房”
2891栋，共计353140平方米，腾退面积
1263亩。“空心房” 整治后的大部分土
地资源，规划用于乡村旅游开发，有力
带动了全域旅游发展。该市今年来累计
接待游客56.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17.4亿元， 当地农民人均增收600余
元。

人工设巢
亲鱼产卵

资江新邵河段4年
新增鱼苗20亿尾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姚淑姣 孟基森）今天，在资江新邵
县城河段， 当地渔政人员将一排排竹围子
架设在河中， 这是他们特意为产卵亲鱼设
置的鱼巢。

“现在资江里的鱼越来越多了，经常可
见河边浅滩处一群群鱼儿戏水， 可爱极
了！”见到渔政人员为鱼筑巢，在一旁散步
的新邵县城居民王一民竖起大拇指点赞。

资江新邵县城河段是国家级渔业种质
资源保护区，原来滩涂密布，港湾众多，水
流平缓，水草茂盛，为鲤鱼、鲫鱼、鳊鱼等黏
性卵鱼类生长繁殖良好场所。近年来，由于
境内资江晒谷滩电站修建， 许多滩涂港湾
消失，鱼类繁殖场所受到破坏。为保护资江
渔业资源，2014年以来， 新邵县渔政人员
以竹子、木头、树叶、干草和绳索为材料，为
鱼类设置人工巢，让鱼类在巢中产卵孵化，
取得显著效果。据测算，4年来，资江新邵
河段累计新增鱼苗约20亿尾。

今年4月，资江鱼类进入产卵期。新邵
县在资江干流共设置鱼巢10组， 面积400
余平方米。同时，从4月初至5月底鱼类产
卵期结束前，渔政人员在鱼巢边24小时值
班，严禁非法捕捞和垂钓。今年，预计鱼巢
区域可产卵孵化鱼苗4亿余尾。

为贫困群众撑起法治“保护伞”
洞口县村村设立
法律服务点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谢定局
王周黄）“感谢尹律师，为我解决了医药费报销问题。”4月
22日，洞口县雪峰街道合塘村因病致贫的村民唐睿哲说，
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疗开销很大，在医药费报销上碰
到不少问题。驻村法律顾问尹啸律师帮他找相关部门，解
决了医药费报销问题， 还帮他申请5万元贴息贷款搞养
殖，今年有望脱贫。

洞口县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重点县，
多数贫困村自然条件差，群众文化层次、法律意识也参差
不齐，山林土地、婚姻家庭、劳务、医患等矛盾纠纷多发。
去年来，该县整合司法资源，组织开展“法律顾问进乡村”
活动，在全县24个乡镇（街道、管理区）建立公共法律服务
站，在362个村（社区）建立公共法律服务点，选派律师担
任村(社区)法律顾问。将建档立卡扶贫对象全部纳入法律
援助范围，无偿为其提供法律帮扶。同时，积极排查矛盾
纠纷、化解信访积案，尽力将贫困村、贫困户的矛盾纠纷
化解在源头，为脱贫攻坚提供法治保障。

目前， 洞口县村级法律顾问及其他法律服务人员已
帮贫困群众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69起，“诊断”乡村各类合
同325份、挽回经济损失27OO余万元。

天门山获评“2017年度
最受网友好评旅游景区”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丁云娟）
近日在西安举行的2017年度中国旅行口碑榜颁奖典礼
上，张家界天门山景区获评“2017年度最受网友好评旅游
景区”。

本次榜单涵盖了目的地、玩乐、酒店、用车、度假、全
球购、民宿7大类别，依托携程网3亿用户的出行订单数据
及点评口碑数据，用大数据技术手段整合，筛选出国内外
共80个目的地作为候选名单，再历时3个月全网公开投票
评选，诞生最终榜单。

作为张家界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天门山景区
旅游接待人数屡创新高。今年一季度，天门山景区共接待
中外游客59.6万人次，同比增长9.08%。

桃江重度残疾儿童
获“送教上门”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通讯员 胡卫红 记者 杨军 ）
4月24日， 桃江县大栗港镇黄道仑村重度残疾儿童小熊
（化名）家里来了4位特殊客人，他们是桃江县特殊教育学
校送教上门团队的老师。据了解，从4月9日开始，桃江县
特殊教育学校组织送教上门团队， 分赴60多名重度残疾
儿童家里，开展送教上门活动。

桃江县是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送教上门，是该县
让重度残疾少年儿童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一项新举措。

近年来，桃江县安排专门的师资队伍和资金，切实办
好特殊教育，以补齐义务教育短板、实现教育均衡发展。
目前，已对全县812名适龄残疾少年儿童，根据不同残缺
类别与等级，采取随班就读、特殊学校就读、送教上门3种
形式，让他们都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

4月24日，阳光和煦，鸟语花香。蓝山
县汇源瑶族乡湘蓝村，74岁的赵子德正坐
在门前轮椅上修改新创作的瑶歌手稿。

作为蓝山县最年长的湖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过山瑶瑶歌传承人， 赵子德传
唱和收集过山瑶瑶歌已有52载， 和他一
起对歌的瑶歌手不下千人， 记录歌词的
手抄本就写了厚厚三大本。 他说：“过山
瑶瑶歌最开始用来记录瑶族先民历史发
源过程，瑶歌就是一本有声的历史书。”

“报郎扯草粗粗扯，横来横去扯得开。
扯开青草好生长， 无草遮根朵朵齐……”
一段高亢婉转、声音清脆的瑶歌过后，赵
子德打开了话匣子。

1966年，赵子德从衡阳当兵退伍回
家，与湘蓝村姑娘赵秀英结为连理。入乡
随俗，他跟着岳父赵天龙学起了瑶歌。寄
情于歌，现编现唱，赵子德几年间脑子里

装了千余首瑶歌。
“青藤花开朵连朵， 紫竹成林根连

根。瑶家世代跟党走，野火难烧芭蕉心。”
1982年，汇源瑶族乡正式成立，赵子德
歌兴大发，一口气创作了20多首歌颂党
恩、赞美新生活的瑶歌，被乡亲们争相传
唱。

受其影响， 女儿赵永秀12岁那年也
迷上了瑶歌， 并在1987年获得湖南省
“洞庭之秋”民歌手大赛三等奖，逐渐在
瑶歌领域崭露头角。

“老一辈瑶歌口口相传，人去歌灭，
传承瑶歌还是要靠文字记录。” 从1989
年开始，赵子德利用业余时间，把脑子里
的2000多首瑶歌整理成歌本，一首一首
教给女儿赵永秀。

“听说宁远一带有人唱过山瑶瑶歌，
父亲就利用双休日去那边找人对歌。”赵
永秀介绍，父亲边听边记，收集了许多老
瑶歌。

2002年后，赵子德一门心思研究和
创作瑶歌，让瑶歌与时俱进。去年，赵子
德在电视机前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式直
播时， 心情非常激动， 即兴创作一首瑶
歌：“盛世花开千万朵，神州欢庆十九大。
小康路上齐步走，乡村振兴有奔头。”

“过山瑶瑶歌的根在瑶山，只有身在
大山才有灵感。”去年底，赵子德患上脑
萎缩，住院期间又摔成骨折。病情稍有好
转，他就急着出院回家。

“趁现在身体还吃得消，我让女儿专
心学，不懂的多问我，把过山瑶瑶歌传承
下去。”赵子德说，如今，女儿赵永秀也收
了一名小徒弟艳艳，瑶歌唱得有模有样。

今年， 蓝山县盘王节瑶歌赛将在汇
源瑶族乡举行， 赵子德目前正抓紧创作
一批学习十九大、 传承好家风方面的瑶
歌。“就算躺着也要把瑶歌唱下去， 让千
年过山瑶瑶歌焕发新光彩。”这是赵子德
最大的愿望。

用电异常就会“招查” 企业“玩套路”排污没门

株洲“互联网+”监控环保设施

临湘“空心房”整治扮靓乡村
带动全域旅游发展，今年来已接待游客56.9万人次

�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记者 杨
元崇 通讯员 王本忠 黄纯霞）4月
24日，古丈县高望界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科研监测人员，在高峰
镇葫芦村老草医刘道军老人的带
领下， 经过2小时攀爬， 在葫芦村

700多米的山坡上发现珍稀濒危植物――
瑶山梭罗群落。

林业专家称， 瑶山梭罗是优良的绿化
树种，5月花开满树， 其果实可提取多种抗
氧化活性物质， 具有独特的营养保健和药
用价值。

经现场初步勘测， 瑶山梭罗为这片林
木的主体树种， 其最大胸径达60厘米，树
高在18米以上， 集中分布面积达10余亩。
尤为罕见的是， 瑶山梭罗群落还伴生有国
家一级保护植物伯乐树和国家二级保护植
物花榈木。

据文献记载，瑶山梭罗系梧桐科梭罗树
属落叶乔木，在湖南西部少有分布，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仅永顺县小溪自然保护区
有科考记录。此次发现，为高望界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植物名录又新增一个记录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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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为4月24日，高望界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高峰镇葫芦村， 发现
的珍稀濒危植物———瑶山梭罗。

通讯员 摄

�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李琳）4月24日， 永兴
县鲤鱼塘镇中心村翻耕的田里，有
一群白色大鸟在啄食、嬉戏跳跃，数
量有100多只。经专家鉴定，这些鸟
为珍稀鸟类牛背鹭， 如此大规模聚

集较为罕见。
牛背鹭头、颈、背为橙黄色，颈短、头圆、

嘴短厚，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不以鱼类而以昆
虫为主食的鹭类，往往在湿地中较干的地方
出现，跟随在家畜后捕食被家畜从水草中惊
飞的昆虫，也常在牛背上歇息，因而得名“牛
背鹭”。近年来，由于环境影响，其种群数量
明显减少， 被列为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永兴县森林公安民警已深入鲤鱼塘镇
中心村，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并加大巡
护力度，严防危害牛背鹭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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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永兴县鲤鱼塘镇
中心村，国家珍稀鸟类牛背鹭。

李琳 摄

种植芦笋 助农增收
4月24日， 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复兴村芦笋种植基地， 钢架大棚整齐排

列， 芦笋长势良好。 去年上半年， 该村流转200亩土地， 引进专业公司开发
种植芦笋。 村里100多户村民除获得土地租金外， 还通过耕种、 扎棚、 采摘
芦笋等劳务获得收入。 目前， 芦笋成活率达到95%以上， 预计明年3月份进
入丰收期。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熊其雨 摄影报道

赵子德：就算躺着也要把瑶歌唱下去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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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一季度
环境空气质量大幅提升
综合排名由全省第12位提升到第7位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牟志勇
黄道兵）在4月23日的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行榜中，常德
市当日以空气质量指数31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三、全省第
一。据常德市环保局披露，今年一季度，常德市城区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67天，优良率74.4%，比去年同期上
升了7.7个百分点；空气质量综合排名由去年同期的全省
第12位提升到第7位。

常德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得益于综合施
策，精准发力，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十大专项行动。今
年一季度，在抓好大气污染防治日常工作的同时，常德市
重点实施了《特护期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先后
开展了全市性春节“禁燃”、清明节“文明祭扫”等专项行
动。市、区两级环保干部组织力量全天候巡查管控、制止
大气污染行为。今年春节烟花鞭炮禁燃，办理违规燃放案
件26起，拘留7人，罚款6500元。春节期间各项污染物浓
度明显下降，未出现一天重污染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