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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向民贵 周继松

5月28日， 新化县儿童福利院举行
“庆‘六一’联欢会”，福利院的“爸爸”“妈
妈”和生活在这里患有脑瘫、唇裂、先心
病、唐氏综合征等疾病的86名病残孤儿
一起，唱歌跳舞庆祝节日。身患白化病的
孤儿新福红伴着音乐，大声演唱歌曲《我
相信》：“我想飞上天， 和太阳肩并肩，世
界等着我去改变……”她戴着墨镜，手舞
足蹈，样子俨然一个小天使。

生命的不幸虽然降临在像新福红
这样的孩子身上，但是，党和政府对他们
这些人格外关爱，为孤残、重病、流浪、贫
困者撑起一片蓝天； 全省各级民政机构
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 用浓浓的爱心
陪伴这些不一样的孩子， 让他们得到了
与同龄孩子一样的慰藉和温暖。

孤残儿童：苦瓜有了甜滋味

据统计， 我省目前有孤儿3.4万名，
其中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的孤残儿
童4000余名。

孤残儿童的笑脸是最温馨的图画，
孤残儿童的生活境遇折射出社会文明
程度。“十二五”以来，我省积极推进国
家“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规划二期”项目，
14个市州新建了一所具备综合服务功
能的儿童福利机构，为的就是不断改善
孤儿、弃婴的养育条件。省政府下发了
《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
从孤儿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和就业等
方面明确保障措施，推动全省孤儿保障
工作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轨道。

去年12月， 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厅
下发《关于提高全省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
保障标准的通知》， 决定自今年1月起，提
高全省孤儿基本生活费最低保障标准，社
会散居孤儿由每人每月600元提高到每
人每月不低于800元，集中供养孤儿由每
人每月100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
1200元。 省财政补助标准由每名孤儿每
月70元提升至170元，市州、县市区做好
资金配套。7年来，各级财政投入21亿多元
资金，用于保障孤残儿童的基本生活。

建立“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
长效机制，形成以手术矫治、脑瘫康复、
大病救治为核心的综合性医疗救助体
系。2004年，我省启动实施“明天计划”，
为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残儿童开展手
术矫治。2015年，“明天计划” 覆盖对象
拓展至社会散居孤儿，且不限病种。

“明天计划”实施以来，民政部、省民
政厅两级累计投入福彩公益金4000余
万元， 资助手术矫治和个案救治孤残儿
童4000余人次，脑瘫康复训练1000余人
次，配备康复辅助器具1200余例，近半
数术后儿童被家庭收养， 人伦温暖从此
包裹着他们，苦瓜有了甜滋味。

流浪少年：发现一个救助一个

前不久，贵州松桃人龙小妹带着弟妹
流落常德街头，常德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
员及时发现救护， 安排他们享受城市低
保，送到学校上学，龙小妹激动地说：“搭
帮救助站，我要读好书，长大后好报恩。”

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
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
意见》精神，对流浪未成年人开展主动救
助、教育矫治、回归家庭、源头防治等工
作。省民政厅牵头有关部门，在全省先后

开展了“接送流浪孩子回家”“流浪孩子
回校园”等专项行动，重点对网吧、游戏
室、车站、桥下、建筑工地等流浪未成年
人比较集中的临时居住场所进行巡查，
发现一人救助一人。

全省各救助管理机构还根据未成年人
的生理、生活特点，设立男女宿舍、洗澡间、
洗衣房、餐厅、有线电视房等设施，配备乒
乓球桌、羽毛球拍等文体用具；还积极开展
“类学校”教育模式，根据受助未成年人年
龄层次，开设义务教育课程，对16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推出了相应技能培训项目。

同时，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困境儿
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加强对困境儿
童的分类保障工作，开展“百县千村”试
点工作，解决儿童福利工作在基层的“最
后一公里”问题，困境儿童在基本生活、
基本医疗、受教育权利、监护责任落实等
方面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10年来，全省共救助流浪未成年人
10万余人次，将1.8万多名流浪孩子送到
了父母或监护人身边，帮助3017名流浪
未成年人返校复学。

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

农村留守儿童是一群特殊对象，留
守儿童在家，始终让在外打拼的父母悬
着一颗心。据统计，我省目前有留守儿童
70万人，去年摸底排查无人监护的农村
留守儿童9万多人。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工作，提出要“给留守儿
童美好的明天”。及时出台了《关于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实
施意见》， 建立了由分管副省长担任
召集人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各地将留守

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考
核指标，与全局工作同规划、同实施、同
督导、同考核，推动“合力监护、相伴成
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落实落地。

2016年、2017年， 全省抓住撤乡并村
契机，将闲置的乡镇政府、村（社区）办公场
地、中小学校等设施场所利用起来，省民政
厅投入福彩公益金、 省债券资金6000万
元，建设起4000余所村级“儿童之家”，目
的是打造成留守孩子的“快乐天堂”。

5月27日， 记者在泸溪县武溪镇桥东
社区的“儿童之家”看到，学习室、阅览室、
美术室、电脑室、放映室、娱乐室
等功能活动室一应俱全，户
外还有篮球场、 乒乓球
台、健身器材等设施，60
多名留守儿童在这里快
乐地学习，该县紫名都装
修公司设计师李书清每
个星期天都来教孩子们
画画、弹吉他，小朋友们
亲切地喊他 “李哥哥”，
县团委、 县城的一些学
校、社会爱心组织和爱心
人士等经常来这里开展
活动，进行学习讲解和心理辅导。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
唐白玉对记者说，目前，我省农村留守儿
童有效监护落实率达到100%，无户籍儿
童户口登记完成率达到100%，失学辍学
儿童返校复学率达到100%。今年，争取
村级“儿童之家”全省全覆盖。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何淼
玲 通讯员 曾妍）今天，省高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彭亚东一行来
到长沙市芙蓉区东郡小学开展“送法进
校园”活动。

彭亚东代表省高院给东郡小学赠
送了《每天学点法律常识（漫画版）》《法
制教育》 等法治教育书籍900余册。覃
开艳法官以《法律与你我同行》为主题，
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
使孩子们对法律、法院、法官等有了更
加直观的了解。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肖强）今天，在岳麓区长郡双语
学校和八方幼儿园前的路面上， 两条专
为小朋友设置的“爱心斑马线”已经完成
施工。长沙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长
沙市将在“六一”儿童节前完成首批10所
学校（幼儿园）周边道路的“爱心斑马线”
设置，作为献给少年儿童的节日礼物。

记者看到，“爱心斑马线” 由红底、爱
心、“注意儿童”图案组成，给人带来清晰醒
目的感受，对驾驶人起到较好的警示作用，

让学生出行更安全。据介绍，“爱心斑马线”
严格按照《中小学与幼儿园校园周边道路
交通设施设置规范》《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
标线设置规范》等标准实施，根据有、无信
号灯路口两种情况，重点规范交通标志、标
线、地面标识、反光道钉等交通设施。

“六一”儿童节前，长沙市将在城区
10所学校（幼儿园）推出首批“爱心斑马
线”，分别是：芙蓉区育才小学 、燕山小
学；天心区一师附小；岳麓区长沙市实
验小学、长郡双语学校、八方幼儿园；开

福区清水塘三小；雨
花区东澜湾小学 、
砂子塘泰禹小学；
望城区师大附中
星城实验中学。
而未来3年，长
沙城区将逐步
在 学 校 周 边
路 段 推 广 实
施“爱心斑马
线”50条。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王诚 ）为确保“安全生产月”和

“六一” 儿童节期间特种设备安全，今
天，省质监局主要负责人带队深入长沙
世界之窗和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开展特
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

检查组一行检查了长沙世界之窗大
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状况、隐患排查治理及
安全管理和应急救援体系运行情况，查阅
了部分设备的运行维护记录。深入长沙国
际金融中心，重点检查了该中心垂直高速
电梯和自动扶梯的安全运行、隐患治理及
应急预案等情况。现场检查结束后，检查
组当即召开工作会议，反馈检查意见。

此次检查以直奔现场、 直面问题、直
接交办的形式开展， 目的是为了督促各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省质监局要
求， 长沙世界之窗和长沙国际金融中心

要对照此次检查发现的问题， 认真整改，
对事故隐患要按“一单四制”的要求完成
闭环处理；同时要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加
强安全巡查和监控，确保大型游乐设施和
电梯等设备设施安全运行，为游客和顾客
提供安全的特种设备环境。

据了解，长沙国际金融中心有垂直
电梯200余台、自动扶梯130余台，是目
前国内单一建筑拥有电梯最多的地方，
在我省具有运行高度最高、 速度最快、
数量最多、人流量最大的特点，需要重
点帮助和服务。省质监局将加强对该中
心特种设备方面的技术服务，拟将其确
定为省局重点联系服务单位。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施衍如）今天，由湖南省少
儿图书馆主办的2018“我最喜爱的童
书”阅读推广送书进校园（湖南站）暨
“书中故事我来讲”活动启动仪式在长
沙市育华小学举行。

启动仪式上， 省少儿图书馆分别
向长沙市育华小学、 湖南师范大学附

属滨江学校、 砂子塘新世
博寄宿制小学等7所学校

赠阅了310册2018“我最喜爱的童书”
前30强提名童书。 这些童书是由知名
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组评选出来的，
包括儿童文学组、图画书组、知识性读
物3个类别，每个类别10本。

2018“我最喜爱的童书”阅读推广
活动由深圳少儿图书馆发起， 包括湖
南省少儿图书馆在内的全国35个省市
图书馆共同举办， 全国数百所学校参
与。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郑旋）随着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 城镇化进程加快， 长沙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增
加。今天，记者从长沙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清洁焚
烧）项目媒体开放日活动上了解到，长沙首个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已建成且投入试运行， 每天可以清洁焚烧处理
生活垃圾5000吨，年发电量5.18亿千瓦时，全市生活垃圾
处理承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长沙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清洁焚烧）项目位于
望城区桥驿镇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西侧，总投资25.86亿
元，2015年8月起正式启动建设，是长沙市第一座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该项目采用清洁焚烧处理工艺，建设内容
包括垃圾焚烧系统、烟气净化系统、余热发电系统、污水
处理系统等。生活垃圾运来后，首先会被放置在垃圾坑里
5至7天，进行生物降解，产生的污水进入污水处理系统进
行处理；然后垃圾会吊送至焚烧炉里进行燃烧，燃烧释放
出的热量再通过余热锅炉及发电机组进行发电。 按照项
目设计处理规模， 全市每年约180万吨生活垃圾可得到
清洁焚烧处理。

目前，长沙每日处理生活垃圾约8000吨，现有的垃
圾填埋场于2003年开始投入使用至今，难以承受与日俱
增的垃圾量。今年1月，长沙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清
洁焚烧）项目正式投入试运行，4个多月来，累计焚烧处理
生活垃圾50多万吨， 全市生活垃圾日均填埋量下降至
1500吨，焚烧率达80%。长沙市城管局负责人表示，项目
全面运行后，长沙将形成以清洁焚烧发电为主的多元化、
资源化、无害化的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体系，生活垃圾处理
水平显著提升。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卢静 曹群飞

5月29日， 桃江县牛田镇鑫山立体种养专业合作社
里。 合作社负责人毛锡山正将场里的鸡粪转送到一个类
似谷仓的水泥建筑里。“这是个粪污处理堆肥发酵棚，鸡
粪发酵20天就成了有机肥。”毛锡山说。

毛锡山现在是当地有名的种养大户。2016年初，他
回乡创业养起了蛋鸡，“最开始只养了4000只， 当时尚
没有粪便污染环境的压力。”毛锡山说，由于蛋鸡效益
好，一年不到鸡场规模扩大到3万多只，但随之带来的
是环境的巨大压力，“鸡场周围污水横流，蚊蝇乱舞，臭
气熏天。我回乡创业是要带领村民致富的，结果却给大
家添了大麻烦。” 毛锡山说，3万多只鸡每天产生约3吨
鸡粪，环境问题不解决，既对不住村民，鸡场还可能不
保。当时，益阳正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8个区县市按
照《畜禽养殖“三区”划定方案》开展畜禽养殖场整治工
作。

2017年初，毛锡山流转了300多亩地开始种植业，他
想用鸡粪施肥林地，做一件一举两得的事。不料，鲜鸡粪
容易烧根，且其中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和虫卵，以此做肥
料，种出来的瓜果也不香甜。正在他为难之际，桃江县畜
牧水产局工作人员上门为毛锡山支招， 建议他建设一个
粪污处理堆肥发酵棚，在粪便中添加菌种发酵，生产有机
肥。毛锡山投入几十万元建设发酵棚，他惊喜地发现，有
了发酵棚，不仅鸡场周边的环境大大改善，而且将棚里生
产的有机肥施到林地，瓜果蔬菜也会格外香甜。毛锡山的
鸡场每个月可产生100多吨有机肥，足够他300多亩水果
林地用。

据了解，鑫山立体种养专业合作社的“蛋鸡场+种
植基地”，是桃江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的一个典
型示范基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其实是粪污变废为
宝的过程。” 桃江县畜牧水产局负责人介绍，2017年，
桃江县被确定为国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重点
县。全县有畜禽养殖场（户）1000多个，年产粪污量161
万吨。到今年底，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将达到90%
以上， 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备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欧阳友
忠）两岸青山苍翠欲滴，一江清水随风荡漾，飞鸟游鱼自
由自在，空气清新沁人心脾。5月29日，记者在宁远县水
市水库自来水取水口，见到一幅美丽的画卷。宁远县两处
自来水取水口生态良好，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5月27
日，中央环保督查组对该县饮用水水源地进行督查，给予
了充分肯定。

宁远县高度重视饮用水安全问题，去年以来，制定出
台了《宁远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整治实施方案》，并
举行活动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和支持泠江河保护。 在饮
用水源保护区设置宣传栏40块，设立公告牌、警示牌、界
标82块，明确在饮用水源保护区禁止从事的活动。在此
基础上，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专项整治行动，实施
泠江河治理工程，启动实施城区黑臭水体排污口、污水处
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县城主干管维修提标改造、县城内环
路道路及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依法取缔泠江河上游湾井
段非法采砂制砂场4家，关闭纯净水厂、餐饮店3家，责令
停止建设农庄1家，责令搬迁小型养猪场1家。对泠江河
饮用水源保护区的3处排污口进行截污处理，新建纳污管
700米，将生活污水全部接入县城污水管网。对穿越饮用
水源保护区的桥梁建设完善了污水导流槽、 应急处理池
和警示牌。

针对生态环境部督查交办的问题，该县高度重视，实
行问题现场交办，限时办结，建立落实包保责任制、问题
交办销号制， 所有问题确保在2018年6月底全面整改到
位。同时，建立水资源保护常态机制，通过公布举报电话，
发动群众监督、劝导、制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域游泳、
捕鱼、种菜、乱倒垃圾等行为，让保护饮用水源成为群众
的自觉行动。 坚持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每月开展
一次监测，信息在政府网站及时公开，确保饮用水水源地
天蓝地净，水质优良。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共舞长江经济带

长沙建成首个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日“吞”5000吨垃圾，年“吐”5亿多千瓦时电

桃江变废为宝美环境

宁远水源地清流碧透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湖南关爱保护孤残、流浪、留守儿童纪实

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和电梯等设备
省质监局要求

确保特种设备安全运转

长沙首批“爱心斑马线”儿童节前亮相

2018“我最喜爱的童书”
阅读推广送书进校园（湖南站）启动

省高院送法进校园

▲ 5月29日， 双峰县井字镇花
桥小学，新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后
喜不自禁。 李建新 陈丽 摄影报道

▲5月30日，龙山县第五
小学， 学生在校园水池里捉
泥鳅。近日，龙山县各小学和
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艺、游戏活动。

曾祥辉 莫白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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