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贺凌云 谷宁） 连日
来，韶山市“我们的节日·端午”系
列活动精彩上演，营造了浓厚的节
日氛围。

6月15日晚，中国（韶山）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园内彩色灯带闪烁，
游人如织。高贵的女神、开屏的孔雀
令人眼前一亮，游人在适合“凹”造
型的翅膀、魔法镜、月亮前展现迷人
身姿。 在非遗博览园的另一侧，糖
人、毛氏红烧肉、臭豆腐等中华传统
美食、特色小吃让人垂涎欲滴，一品
为快。 当晚，“多彩非遗·美好生活”
端午节花灯美食展演活动正在此举
行， 活动以“花灯+美食+非遗+互

动”的形式，为广大市民及来韶山的
游客奉上了一道美食文化盛宴。

6月14日，在清溪镇如意亭社
区，湘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如
意剪纸传承人欧兴伟挥动剪刀，给
村民们展示着剪纸这一民间艺术
的魅力。火车站社区、高新社区等
“粽享美味” 社区大型睦邻友好活
动的开展，则让社区洋溢着浓浓的
幸福和谐邻里情。

在市公安消防大队食堂，消防
官兵与志愿者们齐聚一堂， 包粽
子，聊家常。全国爱国拥军模范、88
岁高龄的毛家饭店创始人汤瑞仁
老人也来到这里，与官兵们一道欢
度佳节，共话军民鱼水情。

汉服枣粽民俗画
“古色古香”唤乡愁

岳阳六大文化主题
活动邀市民过端午节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金辉）“来，别动，爸爸在你额
头上画一个‘王’字，你就是爸爸的‘女
王’了。”今天下午，在岳阳市博物馆，市
民刘先生用雄黄酒在2岁的女儿兰兰额
头上轻轻地画上一个“王”字，引来围观
的市民们一片掌声。

粽叶飘香，浓情端午。一年一度的端
午佳节来临之际， 岳阳市博物馆开展文
物修复体验、民乐、民俗画额、英语戏剧、
博物之美、汉服文化六大主题活动，邀市
民过一个文化端午节。

文物修复体验现场， 专业文物修复
人员现场展示、传授文物修复流程。市民
潘先生饶有兴趣地说：“我家里有不少祖
传文物，有几件瓷器有裂缝，要是能修复
一下就好了。”在一张大圆桌四周，市民
们正在体验包粽子。 市民严小兵在米中
掺入红枣，包了一个小巧玲珑的“枣粽”，
他说，女儿刚刚参加完高考，祝女儿金榜

“早中”。
裙袂飘飘，婀娜而舞。这边舞台上，

正上演一场汉服文化传统民族服饰展
演。“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
美，谓之华。”汉服爱好者蔡涛边表演边
讲解，让市民们体验了一把“古今穿越”。

为何要组织这些“古色古香” 的活
动？ 岳阳市博物馆负责人为记者解密：

“社会的发展，让人们渐渐远离了传统文
化和节日的传统过法； 博物馆有责任和
义务承担起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以此来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乡愁’。”

� � � �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谭绩）“五月
节前米粽香，芒种之后过端阳。田间
嫩禾农家美，庭院诗人赋华章……”
6月15日，“多彩非遗·美好生活”衡
南县第二届“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暨
“我们的节日———2018云集端午诗
会”民俗主题活动，在衡南县文化馆
举行。衡南非遗传承人、诗人、作家、
吟诵爱好者与县城云集镇群众共
同分享了活动的精彩与快乐。

当天，衡南县文化馆前的文化
街上挂满了菖蒲、 艾草、 杨柳、苏
叶、鱼腥草，浓浓的端午气息扑面
而来。广场上挂着宣传横幅，倡导

传承、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展出
了雄黄朱砂酒、各色粽子、皮蛋、咸
蛋、诗魔烧饼、桃李瓜果等传统端
午食品，供观众品尝。

2018云集端午诗会气氛热烈，
有渔鼓、歌曲、诗歌朗诵，古筝弹奏
等表演形式，内容丰富多彩。诗友们
诵经典，缅怀屈原，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诵新诗，吟咏衡南新成就，赞颂
祖国强大，抒发时代豪情，给观众奉
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衡南县文化馆馆长肖云霞介
绍，该县文化馆第一次采用视频会
议系统向各乡镇文化站现场直播，
有近1000人观看了演出。

湖南日报评论员

优化发展环境， 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优化发展环境要有永远在
路上的执着和韧劲，把公开、公正、
公平作为重要目标，通过改革创新
促进发展环境提升，以环境优势赢
得发展优势。

改革要牵住“牛鼻子”。从当前
来看，“最多跑一次”就是发展环境
改革的“牛鼻子”、主攻方向。这场
改革涉及观念转变、 资源整合、流
程再造、 利益调整等方方面面，与
企业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既能吹糠见米， 又牵一发而动全
身， 是优化发展环境的核心支点。
这些年来， 我省在优化发展环境、
激活市场活力上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与先
进省份相比， 还存在着明显差距。
前不久，湖南省党政代表团前往浙
江考察，发出了将浙江等地先进经
验嫁接到湖南来，并在实践中向更
多领域推广的明显信号。

优化、提升发展环境，数字化
是绕不过去的一环。优化环境改革
的重要特征，就是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深度介入，特别
是审批环境、信用环境、政务环境
的优化，都与互联网、数字化密切
联系。可以说，没有数字化技术参
与，实现政务活动“最多跑一次”难
以想象。李克强总理在湖南考察时
着重强调，深化“放管服”改革，就
必须加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
务”。当前，我省要在平台整合、系
统兼容、信息互通、资料共享上发
力，实现政务上网“应上尽上、全程

在线”，真正做到“信息多跑路、群
众和企业少跑腿”， 让权力更加公
开透明。

优化、提升发展环境是一项系
统工程， 需要自上而下的纵向联
动， 也需要各部门的横向配合。优
化发展环境，群众的舒适感、企业
家的获得感是重要的考核指数。如
果群众的办事体验、企业的办事过
程没有明显提升，就说明发展环境
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 “中梗阻”
环节，甚至有些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瞎折腾”。各级各地要以这次优化
发展环境现场推进会为契机，对照
外省和本省先进经验倒查问题存
在的环节，以最大的努力向一切不
合理、 不公平、 不亲民的懒政、怠
政、庸政现象开火。

优化发展环境是一场深刻的
变革， 要祛除因循守旧的懒政思
想，敢于向阻碍改革的利益结构动
刀。 假若老是把本部门的权力、既
得利益看作是谁也不能动的 “奶
酪”，改革的步子就没法迈开，改革
的举措就难以落地。只有真正树立
起“服务就是天职”的理念，鼓足越
是困难越向前的勇气，坚决打破各
种利益和惯性的约束，才能最终以
改革创新的大突破，实现发展环境
的大提升、大优化。

优化发展环境事关湖南长远
竞争力， 事关全省高质量发展大
局。 各级各地要坚决按照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部署， 以更自觉的行
动、更务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
让湖湘大地成为投资创业的福地，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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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吴简，写不尽悠悠政商情。
吴简发掘地———长沙市芙蓉区走马楼片区

自古便是商贾集聚地。5月中旬，这里再次引人瞩
目： 湖南第一高楼长沙市国金中心正式开业，刷
新了长沙楼宇的新高度。

在芙蓉区，代表经济高地的何止一个国金中
心？

重商、优商、亲商，是芙蓉区“传承”下来的发
展“真经”。今年芙蓉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
手，再次从区级层面，变革性重塑服务型政府。

小到企业停车位的考虑，大到带着公章为企
业办审批。芙蓉区，这颗长沙商贸的“心脏”，再次
跃动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凤来，我替您筑巢
5月14日，长沙市芙蓉广场。广场往西，蔡锷

路两厢正在进行棚户区改造；广场往北，新建项
目湖南投资大楼招商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开展。

芙蓉广场区域的变化，折射出芙蓉区优化营
商环境的决心。

投资环境、区域品质、交通优势，这是每个投
资者首先考虑的。而地窄、楼旧、路堵，是困扰芙
蓉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芙蓉区“破题”思路是：一方面通过棚户区改
造，提升区域环境品质；另一方面通过楼宇改造
升级，盘活资源、腾笼换鸟、空间换地。

重塑楼宇忌“容颜”千篇一律。芙蓉区重点楼
宇都有自己的“专长”，金融大楼、文创大楼、律政
大楼……如此，一幢幢专业楼宇就是一个个特色
立体园区。

与此同时，交通微循环、城市公园、休闲广
场、历史步道、停车场等建设也在同步推进。以交

通为例，芙蓉区借助地铁1号、2号线的优势，把发展触角延伸到地下，由友
阿集团打造的五一广场地下商业项目初现雏形。

荩荩（下转2版②）

向改革要动力
推动发展环境持续向好
———三论推动全省发展环境大优化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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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 正

韶山上演“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

艾草菖蒲雄黄酒
庭院诗人赋华章

衡南举行“端午诗会”民俗主题活动

李曼斯 邓利良

随着智能化浪潮的席卷，人们的吃、穿、住、
行无不变得更为便捷轻松。在这个“智临城下”的
时代，城市发展该如何更好地满足市民的需求？

手机轻扫二维码，公交乘车轻松付费；网上
申请老年证，足不出户“证”已入门；打开微信看
路况，便捷出行说走就走……

宁乡，这座撤县设市刚满半年的城市，作为
全省“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市县，以挺身在前
的姿态给出了答案。

权力做“减法”，幸福做“加法”
“万万没想到，原以为要一个月才能办好的

业务，一天就解决了！”5月4日，长沙家兴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易磊来到宁乡市民之家，向为
其提供优质服务的市食药工质局、人社局窗口工
作人员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上午受理了业务，下午便有人上门核查。更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就拿到了证件。”易先生
惊喜不已。

办理的快速便捷，源于宁乡实现行政审批改
革的“大一统”。在市民之家，进驻了37家行政审
批服务单位、20家公共服务单位，470项主项、
1138项子项审批事项，设置了231个窗口，实现

“进一张门、办所有事”。
群众遇到问题怎么办？咨询投诉该找谁？据

宁乡市政务服务中心介绍， 目前宁乡将110、
119、120以外的39条服务热线， 统一归集到
12345市长热线，为群众打造一个快捷、畅通、知
晓率高的服务新平台。有市民不由的在朋友圈发
出感叹：“事无巨细有人管，很令人安心。”

“大一统”的背后，是宁乡市委、市政府简政
放权的决心。

推出政府部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单、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事项清单、证明材料清单……一项项清单把政府权力装进“制度笼
子”，用政府自身一时的“痛”，换取人民长远的“利”。 荩荩（下转2版①）

边城“抢鸭”
上图：6月17日， 花垣县边

城古镇清水江水面上，群众在抢
鸭子。当天，湖南省花垣县、重庆
市秀山县、贵州省松桃县，三县
联合在交界地的边城古镇清水
江水上举行一年一度的“抢鸭
子”、赛龙舟等民俗活动，欢乐迎
端午。 龙恩泽 摄

庙会“抢手”
右图：6月16日，长沙坡子街

火宫殿古戏台，各地游客欣赏民
间艺人杂耍表演。当天是端午节
小长假第一天，长沙坡子街火宫
殿总店隆重举办传统端午庙会。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柳奕 彭峰 摄影报道

土家喜庆
舍巴日
6月17日，土家人跳

起了欢快的摆手舞。 当
天，2018湘西·龙山土
家族舍巴日在龙山县洗
车河镇举行。 土家族舍
巴日是土家族同胞缅怀
祖德、 庆丰祈福的民间
节庆活动。

曾祥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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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这应是新时代服务型政府
的追求所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服务的功
能、途径和手段在变，人民群众的需求也
在变，“最多跑一次” 就是各级党委和政

府在网络化新时代， 充分利用高科技手
段提高服务效能的新创造。那么，随着群
众“跑”的次数减少，不见面也能办事，干
部与群众的联系是不是也随之减少呢 ？
群众的心声向谁说，基层的矛盾怎么解？

“让群众少跑路，让干部多跑腿”，是解决
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今天，本报报道的
长沙市芙蓉区和宁乡市的探索和作为 ，
就是这方面的鲜活事例，值得总结，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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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剪纸红烧肉
伟人故里“粽”情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