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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姜
鸿丽 通讯员 周亚玲 )“我们想，河
长伯伯应该有能力帮助我们保护新
河。新河太美了，保护好它，就是保
护洞庭湖。”5月23日，常德市武陵区
金丹实验小学122班学生郑皓文
说，全班48名学生写信给武陵区委
书记、 区第一河长莫汉桃呼吁保护
新河，得到了“河长伯伯”的热切回
应。

金丹实验小学33个班每学期
开设综合实践课。今年4月，三年级
122班学生发现与学校一墙之隔、
曾经黑臭的新河河岸变美了， 河道
变宽了，河水变清了，便选择新河调
查实践。 实践中， 他们为岸上的垃
圾、宠物粪便感到痛心。即使多次清
扫、劝导不文明行为，也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5月8日，得知莫汉桃是
武陵区第一河长后， 他们决定写信
求助。

莫汉桃在5月15日的回信中
说，武陵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 已安排相关单位核实处
理。“请你们相信大人们， 也在努力

把城市建设和管理得更好， 望你们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引导你们的父
母、亲人，做文明的武陵人。”莫汉桃
满怀感情的回信让学生们兴奋不
已。

学生们关注的这条新河全长17
公里，经沾天湖、柳叶湖汇入沅江，
最后流入洞庭湖。去年，常德市开展
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 将新河水系
列为江北城区水系连通工程进行生
态修复， 设计为运动公园与驳岸生
活休闲公园，兼顾防洪排涝。目前，
长2.6公里的新河南一期工程初步
建成，但尚未完工，仍由业主单位维
护管理。

为回应学生们的关切，武陵区
主要负责人已现场调度，加强区内
河流长效规范管理。 业主单位承
诺，将尽快添置垃圾收集箱、路边
警示牌等配套环卫设施，加强河道
保洁工作。武陵区各部门也将提前
介入落实河长制，做好河道保洁和
河岸环境卫生，切实保护好新河生
态环境，推动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保
护。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唐
善理 通讯员 冯丽萍)5月24日一大
早， 在永州市冷水滩区湘江城区河
道，10余艘插着印有“冷水滩区环
卫局”红旗的打捞船，在江面来回穿
梭，船上作业人员不停地通过网兜、
竹竿等工具打捞起各种水上漂浮
物。

5月份以来，随着气温攀升，雨
水增多，冷水滩城区湘江河道水葫
芦、水草等水上漂浮物、杂物及两
岸杂草呈现迅猛增长趋势，给河道
保洁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针对这
一情况，冷水滩区积极应对，严格
按照“河长制”的要求，在常态化作
业的基础上，采取多项措施强化卫
生集中整治， 确保湘江水质不下

降。
该区配备小型打捞船10艘和

机械化打捞船1艘，专业保洁人员
30余人，围绕“河岸无垃圾、河里
无障碍、河面无漂浮”的“三无”目
标， 对水面漂浮物及河内水生植
物及岸坡垃圾杂草， 进行地毯式
打捞清理。加强巡查监管，安排执
法人员对河道两侧不定时进行巡
查， 严厉禁止向河道内乱倒垃圾
的行为。同时，充分利用媒体、微
信群、 宣传车等平台进行深入的
宣传教育， 让群众逐步意识到整
治城区环境的重要性， 不断提高
广大居民的参与意识， 大力营造
保护湘江河道环境卫生的浓厚氛
围。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见习记
者 黄婷婷 记者 左丹）今天在长沙
召开的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我
省今年高校毕业生达37.42万人，创
历史新高。

今年， 我省高校毕业生比去年
增加了2.02万人， 加上往年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和省外回湘毕业生，需
要就业的毕业生总数大大超过往年
毕业生人数，就业压力不断加大。此
外，“白领”过剩而“蓝领”不足，生产
一线、服务岗位难招到人与研究生、
本科生求职不易的供需结构性矛盾
仍然存在。

会议透露， 我省将重点围绕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发
展战略， 以及我省“五个强省建

设”、长株潭衡“中国制造2025”试
点示范城市群建设，引导毕业生到
这些重点地区、重大项目、重要领
域就业。

为拓宽就业渠道， 我省将积极
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投身基层，
弥补基层人才短板。 鼓励毕业生投
身扶贫开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到
中小微企业、社会组织就业；加快实
施“特岗教师”“大学生村官”“三支
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项目；
扎实开展“定向师范生”“农村订单
定向医学生”“农技特岗生” 公费培
养等工作。通过完善职称评审、工资
待遇、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住
房等方面的保障，让高校毕业生“下
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促
进其在基层成长成才。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共舞长江经济带

小学生致信“河长伯伯”
武陵区闻“信”而动

冷水滩：湘江河道天天“扫”

全省今年高校毕业生37.42万人
创历史新高，鼓励毕业生投身基层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新晃侗族自治县， 被誉为
“中国画眉鸟之乡”。

画眉鸟有什么“好玩”的？画
眉鸟与新晃有什么渊源？画眉鸟
之乡有怎样的来历？这一切都让
记者好奇不已。

每逢初一、十五，新晃民间
都有赶坳斗画眉的习俗。5月15
日，正好是四月初一。一大早，记
者前往当地最负盛名的鱼市镇
华南村麻雀坳探秘。

� � � � “一鸟当先” 好运
到，斗鸟活动闹民间

车子在起伏的山峦间迂回
穿行，林间的鸟鸣百啭千声。

行至盘山道路的交会处，忽
然鸟声大作，响彻云霄。麻雀坳
到了。

数十笼画眉鸟堆于坳中空
地，已摆起架势。四邻八寨的鸟
迷们围着鸟笼，把本来不大的坳
子塞得满满的。

鸟迷们一边交流养鸟驯鸟
经， 一边品评着场上画眉的优
劣。哪只相貌威武，哪只“歌声”
嘹亮。天性好斗的画眉可没这般
悠闲， 他们在相互争鸣中已经

“怒火冲天”“啵啵”的啄笼声，发
出的是战斗的号角。

一场画眉的打斗引起了大
家的关注。一只虎背熊腰，受人
追捧； 另一只虽然身材匀称灵
秀，却不被看好。笼门抽启，双
方飞扑而出， 如有前世冤仇般
迅速缠打起来。 前者两片嘴甲
咬合紧密，没有半丝缝隙；后者
爪子如铁刺一般，苍劲有力。它
们或狠啄对方双脚， 或打“合
嘴”，或互相抱头来回翻滚……
十几个回合过去， 耐力较好的
灵秀者略占上风， 若不是主人
将双方分开， 它们非要斗个你
死我活。

斗鸟场面刺激紧张，呐喊助
威声此起彼伏。斗赢者独享取胜
后的荣耀，认为“初一得个好彩
头”。

人群中有不少来自贵州的
鸟迷，吴金鑫便是其一。“新晃山
口好，鸟厉害，麻雀坳为最。”他
告诉记者,自己从贵州玉屏县驱
车近2个小时而来， 就是为了让
自己的画眉来麻雀坳一争高下，
以“斗”出好身价。

“新晃民间有赶坳斗画眉
的习俗，除了初一、十五民间自
发的斗鸟活动，每逢三月三、端
午、县庆日，协会都会组织大型
斗鸟比赛。”该县画眉协会会长
汪晃明说，因群众参与度广、参
赛画眉档次高， 新晃已成为湖
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鸟迷
们观摩选鸟、 切磋技艺的向往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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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双全，秀外慧中。”
讲起画眉鸟， 新晃当地百姓
滔滔不绝。

画眉叫声幽雅动听，堪称鸟中“歌王”。
画眉爱山占山，因此天性好斗。

“画眉还是有灵气、有故事、寓意吉祥
忠贞的鸟。”县文化馆馆长黄志清说，画眉
被视为美丽和勇敢的象征， 侗家人历来以
养画眉为乐。长期的养雀斗雀换雀活动，形
成了饶有趣味的民俗特色。

新晃出产的画眉毛色纯正，体格健壮，
单是那靓丽的形体就很是吸引眼球。 特别
是鱼市镇华南村等，是优质画眉著名产地，
很多能鸣善斗的画眉都出自于此。

记者走访鱼市镇华南村的侗寨发现，
家家户户都养有画眉，少则一两笼，多则四
五笼。“不仅仅是鱼市镇， 新晃全县养鸟者
保守估计有5000人。”县画眉协会会长汪晃
明说，在新晃，鸟与人和谐共存，画眉文化

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数百年前，
民间还有保留着的清代笼具。

在鱼市镇华南村村民吴志彬家中，一
只精美的鸟笼挂于厅堂。“鸟儿住得比人
好，吃得也比人好。”吴志彬笑称，养鸟快乐
心情舒畅，闲暇时的斗鸟成为精神寄托；下
地耕种，也会提着鸟笼随行，“听着鸟叫，干
起活来带劲儿”。

作为留鸟而非候鸟的画眉， 为何偏爱
新晃山水？

“一方水土养一方鸟。”吴志彬指着自
家对面的马道背、对门坡说道，画眉独爱海
拔800米左右的小山头， 新晃境内峰峦起
伏，沟谷纵横，气候温和湿润，红豆杉等珍
贵树种随处可见。这片原始森林，成为画眉
栖息繁衍的乐园。

因画眉品质高、爱鸟群体广、文化底蕴
深，2003年新晃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命名为“中国画眉鸟之乡”。

在新晃县城烈士公园旁， 有家专营鸟
笼的门面。 老板龙永然自己编织鸟笼进行
售卖，因为是传统手艺，他制作的鸟笼美观
且质量好，在鸟友中口碑不错，远在北京的
鸟友都慕名前来找他做鸟笼。

“以前一只鸟笼卖几十元，现在分档次
卖，高的可以卖到一千多元，还可以根据装
饰或材料定制生产。”龙永然说，现在鸟笼
的订单已排到了下个月。

“事实上，鸟笼编织生产商在新晃并不
多， 本地的鸟笼主要来自贵州黔东南地
区。”县画眉鸟协会会长汪晃明说，贵州丹
寨县万达镇就有鸟笼编织户100余户，年销
售额近300万元。

除了鸟笼，随着市场的活跃，鸟食的需
求日益加大，湖北、山东、河南等地的鸟食
占领了新晃市场， 本地鸟食加工企业难觅

其踪。
“没有形成产业”，当地百姓一边向记者

感叹，画眉文化这一富矿如何能够带来可观
的经济效益，一边觉得“市场前景可期”，期
待跃跃欲试。

“贵州剑河县的斗鸟节， 吸引了大量
游客，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汪晃明
说，新晃应提高斗鸟比赛的办赛水平和规
格，吸引全国各地更多鸟迷前来，使民间
传统的斗鸟活动提升成为品牌节会，通过
将画眉鸟文化资源与旅游相结合， 扩大
“中国画眉鸟之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
而带动产业发展。

画眉能否实现产业化发展？新晃
侗族自治县委书记梁永泉给出了肯
定的回答。他告诉记者：“随着市场需
求的增长，画眉产业化，需要政府引
导，也需要资本介入。”

“画眉产业化首先不能与生态保
护矛盾。”梁永泉表示，尽管新晃的画
眉鸟资源稳定充足，但群众的爱鸟护
鸟教育意义重大。

“新晃有只画眉被澳门收鸟商出
价12万元，然而利益的驱动并没有让
新晃百姓滥捕画眉鸟。” 汪晃明告诉
记者，贵州凯里优质画眉绝迹已是前
车之鉴， 可喜的是，“三春之鸟归山
林”的爱鸟意识已越来越成为新晃百
姓共识。

其次，要做好文化的文章。“画眉
鸟文化值得挖掘。” 梁永泉说， 在侗
乡，鸟人共存，有独特的民俗魅力，应
当搭建平台， 让更多人关注画眉鸟，
吸引人气，让新晃成为画眉鸟文化交
流中心，变“中国画眉鸟之乡”为“中
国画眉鸟文化之乡”。

梁永泉指出：“还有一个关键的
技术问题，就是画眉鸟的人工繁殖。”

目前， 国内画眉人工繁殖正在
试验阶段，只有一些模拟野生环境
下成功繁殖的零星报道 ， 且没有
一家能够工厂化大批量繁殖。梁永
泉说，天鹅、鸵鸟等鸟类都已实现
人工繁殖，画眉人工繁殖终将会有
突破。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行政干预做减法———

亲而勿扰
“我们项目的规划设计单位有日

照分析资质，就不用再去市规划科技
信息中心做日照分析了吧？”2017年
12月， 衡阳市城乡规划局召开座谈
会， 面对面听取全市10家房地产企
业意见，某公司负责人会上发问。

让他没想到的是，仅过了一个星
期， 市规划局就取消了日照分析、强
制性规整。

在靠前服务的同时，衡阳坚决减
少行政干预，让企业“轻装上阵”。

“凡是上级文件未规定的收费，
一律不准收取；凡是政策未规定的审
批项目，一律不准增加；凡是申报的
程序，一律一次办结！”衡阳市纪委要
求， 各相关派驻机构要加大监督力
度，护航经济发展。

为确保企业宁静生产，该市开展
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规范暨涉
企收费检查，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收费
行为。同时，放宽市场准入，拆除“玻
璃门”，明确规定不得在规范性文件、

会议纪要、招标文件、政府采购文件
中设置限制、 排斥潜在投资人的条
款。整治“红顶中介”，破除市场垄断。
涉审中介机构全部进驻市政务服务
中心中介服务专区接受统一监管，清
理整顿涉审中介服务项目，公布涉审
中介服务事项、 收费标准目录清单，
一般建筑工程雷击风险评估等12项
中介服务被取消或暂停，一部分中介
服务前移到用地审批之前，受到建设
业主集体点赞。

提升效能做乘法———
亲而无忧

“做全省乃至全国最有执行力的
地级市委、市政府！”今年3月，衡阳市
委、市政府提出响亮的目标。

衡阳工业博物馆从确定立项到
正式开馆，只花了163天；比亚迪（衡
阳）轨道交通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洽
谈到奠基， 仅用时58天……一个个
重大项目的落地、开工、建设，标注着
项目推进的衡阳“速度”，也印证着优
质高效的衡阳服务。

去年来， 衡阳狠抓行政效能建

设，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
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完善服

务承诺制、委托办理制、限时办结制
等制度，承接上级下放职权98项，取
消职权71项，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的
5740项减少到3071项，减幅达46%。

创新推行“两集中、两整合、两公
开”改革，即各部门内部行政审批职
能向行政审批服务科集中，各部门行
政审批科审批服务整体向市政务服
务中心集中； 实行一个窗口办理、一
枚公章审批； 全面公开涉审中介目
录、涉企收费目录。

改革后，衡阳市政务服务中心行
政审批环节总数从2165个精简到
769个，精简了64.48%；494项进驻项
目承诺办理时限从法定8660个总工
作日减少到1520个，提速82.44%；企
业、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分别提速
70%、65%。

作风建设做除法———
亲上加清

2017年11月，衡阳市纪委通报5
起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涉矿、涉金融等
经营性活动典型案例，释放了剑指官
商勾结腐败顽疾的强烈信号。

衡阳市委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在

真诚交往、贴心服务的同时，同企业
家保持清白、纯洁的关系，做到“有交
集不搞交换、有交往不搞交易”。

衡阳市纪委对全市党员干部和
国家公职人员参与涉矿、 涉砂、涉
渔、涉小水电、涉烟花爆竹等进行全
面清理排查，共清理5783个单位，主
动申报161675人，10名党员干部主
动报告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9人
退出经营，立案查处5人，移送司法
机关4人。

开展“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
项整治， 坚决斩断伸向企业的“黑
手”。2017年， 全市共查办“雁过拔
毛”式腐败问题499件，给予党政纪
处分451人，退还群众资金597万元。

出台《领导干部“为官不为”问责
办法》， 以严肃问责倒逼党员干部转
作风。2017年，全市问责环保、扶贫、
信访等领域“为官不为”757人，给予
党政纪处分282人。

“‘亲’‘清’政商关系既是政治生
态的‘清新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
生产力。”衡阳市委书记郑建新表示，
目前，全市发展环境不断优化，发展
动力持续增强。2017年，衡阳市规模
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5.4%，工业完
成投资798.3亿元， 同比增长16.1%，
增速排名全省第一。

衡阳“四则运算”带来发展新气象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公办幼儿园伙食费备案、 机动

车停放服务收费核定、 创业投资企
业备案……记者了解到， 此次公布
的405项“最多跑一次”事项中，大都
涉及民生事业和企业发展,重点围绕
企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
保障、养老医疗、就业创业等领域。
其中，“零跑腿”事项44项，“跑一次”
事项361项，“最多跑一次”事项中能
下沉基层受（办）理的民生类服务事
项61项。

雨花区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该区正在全面推进“智慧雨

花”“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和“电
子证照库” 等系列重点改革项目。
此次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项，旨在
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应用，
梳理、公布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
“最多跑一次”事项，全面推进政府
自身改革，做好行政权力“减法”和
政务服务“加法”，让企业和群众办
事“只上一张网、只看一张表、只进
一个厅、最多跑一次”。

下阶段， 雨花区将持续推进
“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政务服务
环境，不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
感。

侗家户户养画眉，画眉文化源远流长

鸟笼卖出千元价，画眉经济正觉醒

人工繁殖有待突破 ，画眉产业化前景可期

2014年12
月6日，新晃侗
族自治县龙溪
烈士公园，湘
黔边区画眉鸟
竞 赛 现 场 。
（资料图片）

彭云龙 摄

新
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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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荨荨（上接1版③）
中车株机董事长、 党委书记周

清和说，时速200公里中速磁浮技术
在国际上尚属空白， 研制其具有重
要意义， 不仅可以为城市内和城际
间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 还可以
促进我国地铁与城际轮轨系统技术
的共同进步， 提高我国整个轨道交
通产业的技术水平并带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助力我国“制造强国”战略
的实施。

参加此次评审会的还有国家科
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袁
建湘、副处长黄玲，中国中车研究院
副院长杨修伟， 中车株机总经理傅
成骏和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索建国

以及19家课题参与单位等，共计110
余人。他们一致认为，随着社会和经
济的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
国已经初步规划形成了23个城市
群，城市群内部联系日益密切。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车株机
已经研制出了时速100公里的1.0
版本商用低速磁浮列车与时速160
公里的2.0版商用快速磁浮列车，
且1.0版磁浮列车已在长沙安全运
营2年，达168万余公里，积累了丰
富的商用磁浮运营经验。在此基础
上， 研制时速200公里的中速磁浮
列车标志着中国磁浮进入了3.0时
代。由此，中国商用磁浮技术体系
逐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