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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瞿辰 闵杰勇

不办酒席、不放鞭炮、不设拱门，几名后
辈安静追思，陪伴老人走完最后一程。这是宁
乡市煤炭坝镇的村民杨文按照母亲遗愿举办
的极简葬礼。除去喧嚣的仪式显得庄严肃穆，
这样的节俭新风逐渐在宁乡蔓延开来。

近年来，宁乡大力“除陋习、树新风”，出
台了系列规定和举措。如今，楚沩大地不仅告
别了奢华喜事、人情攀比等不良习气，更形成
了“厚养薄葬尽孝道”“文明公益比不停”等向
善之风。

近日， 记者来到宁乡市探寻这缕新风缘
何而来。

改陋习，首在改观念
“各位村民，除婚丧陋习、刹人情歪风是

村民公约……”一辆装配着喇叭的宣传车，行
驶在煤炭坝镇的乡间小路上， 循环播报移风
易俗的村民公约。

“之所以形成宴请、人情攀比的风气，归
根结底是旧观念在作祟。”据煤炭坝镇干部介
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操办红白喜事曾
越来越讲排场， 不少村民为了不失面子，“打
肿脸充胖子”的情况不在少数。

改陋习，首在改观念。4月20日，煤炭坝镇
党委、政府召开会议，着手推行“除婚丧陋习
刹人情歪风”主题活动。在全镇范围内，以户
为单位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10673份。 同时，
各村（社区）广播村村响、宣传车每天定时播
放宣传，“刹人情歪风”微信工作群及时通报、
表彰，督察人员走村入户，检查酒席桌数，查
看人情簿。

看着移风易俗攻坚战打得火热，64岁的
谭章保老人举双手赞成。不仅如此，他还特地
为这个“面子整改工程”编了顺口溜：“红白喜
事定条文， 一切从简请执行。 酒席数量严把
关，婚礼提倡要简单……”耳濡目染下，当地
村民不仅能背顺口溜， 大操大办的风气也逐
渐改变。6月份， 谭章保特地参与策划了当地
一对新婚夫妇的婚礼。 热闹有趣的仪式只花
了4000元，获得当地村民的交口称赞。

好习俗，重在好榜样
双江口镇罗巷新村郝梓其老人去世后，

丧事不收人情、不摆酒宴、不搭棚架，这一做
法正是老人生前千叮咛万嘱咐的。

“我父亲生前勤劳简朴， 不喜欢大操大
办。”其子郝旦新说，父亲生前大小生日都只
喊亲友吃个便饭。每当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老
人总会劝子女死后简办丧事。

“村里以往红白喜事，喧闹声、鞭炮声总
是此起彼伏， 这不仅污染环境， 水涨船高的

‘人情钱’也让乡亲们力不从心。”该村村主任
胡建山说，老郝生前得到子女们的悉心照料，
离世后摒弃铺张浪费的旧俗， 这种移风易俗
的行为应该提倡。

在老粮仓镇，村民刘乔军3年前的一个举
动至今被传为佳话。3年前， 刘乔军的母亲60
岁生日家宴上， 一位不知情的亲戚见他忙不
过来，便代收了2万多元礼金。刘乔军得知后
将所收礼金全部退还。

此外，刘乔军还热心公益。多年来，每年
春节前，他都会对当地一些贫困户上门慰问，
并向贫困学子提供助学金。

正是因为有一批像刘乔军这样的好榜

样，越来越多的宁乡人用实际行动加入到“除
陋习，树新风”的队伍当中，凝聚起强大的正
能量。

新风尚，带来新面貌
山歌、合唱、舞蹈……6月25日，一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群众文化节在宁乡市
黄材镇炭河里青铜博物馆拉开帷幕。 来自黄
材镇17个村（社区）的群众自编自导自演，为
观众献上了丰富精彩节目。

“以前我们的业余生活就是打牌，微信、
电话一约就有好几桌， 现在我们都是约着来
跳舞、唱调子呢。”据黄材镇青羊社区居民廖
国兵介绍，现在她带领着社区100多人学习广
场舞，每天晚上，广场上都是“你方唱罢我登
场”的欢乐景象。

据悉， 黄材镇从改变人们的日常习惯入
手，引进100台广场舞音响设备，免费发放到
各村组， 引导居民们参与全民健身， 告别麻
将、扑克等歪风陋习。

随着群众观念的转变，不仅红白喜事在简
化，鲜花祭祀、绿色祭祀也替代鞭炮成了主流。
不少乡镇、村更是结合当地实际，将移风易俗
纳入“乡规民约”“村规民约”，进一步减轻农民
群众的经济负担，净化社会风气。如今，在广大
干群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群众把人情往
来的重心，从酒场饭桌转回生活本身。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何嫘

前不久，2018年度全国“最美家庭”评
选结果揭晓，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张丽丹
家庭入选。

张丽丹是靖州国税局办公室副主任，曾
是一名军嫂， 其丈夫黄一峰转业前为海军某
舰副政委，婚后头8年，夫妻俩在一起的时间
不超过半年，在一起过的春节只有一个。

“作为军嫂，我在做丈夫坚强后盾的同
时，也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张丽丹说。

张丽丹出生在军人家庭， 对军人一直
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黄一峰是张丽丹的
高中同学，2004年参军，守卫在祖国海疆。
2009年，黄一峰与张丽丹结婚。

2010年9月的一天， 张丽丹的公公小
腿突然肌肉僵硬，无法行走，被紧急送进医
院。后经诊断，公公患上了下肢静脉血栓，
所幸经过手术已无大碍。 可在公公住院期
间，婆婆的心脏病又犯了，妈妈也生病了，
都住进了医院。

3个老人同时生病，张丽丹一人忙前忙
后，毫无怨言。在电话里，她对丈夫说：“家
里一切很好，你安心工作。”

曾有3次，张丽丹满心欢喜地坐飞机去
看丈夫。下了飞机，却被丈夫告知有紧急任
务，她只好打道回府。虽有失落，但她始终
支持丈夫的工作。

有张丽丹做后盾， 黄一峰在部队干劲

十足，先后参加中俄联合军演、索马里海域
护航、南沙巡逻和海上搜救等重大任务，获
得嘉奖并荣立三等功。

2016年12月， 黄一峰转业回靖州，担
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去年初，他成为县委
宣传部派驻三锹乡菜地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夫妻俩还是聚少离多。

在支持丈夫工作的同时， 张丽丹自己
的事业也结出了硕果。2010年进入税务系
统后，她通过自学和参加培训，业务能力很
快提高，被聘为市局纳税人学校教师，并赴
省局录制纳税人学校教师课件。

2016年， 营改增成为国税工作重中之
重， 做好相关宣传工作是张丽丹的工作重点
之一。她用心钻研，创新方法，组织开展了税
法宣传进苗乡、“与税同行”徒步宣传等活动，
并拓展“互联网+税务”思维，申请开通了“靖
州国税纳税服务”微信公众号，让营改增政策
深入人心。“办公室工作事务繁杂， 张丽丹总
能及时妥当地把每项工作办理得井然有序。”
靖州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谭江春说。

去年， 恰逢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成立
30周年，多才多艺的张丽丹被选至县庆文
艺演出组。张丽丹和伙伴们头顶烈日、辛苦
排练， 在县庆日献上了一场大气磅礴的广
场文艺展演。

2015年、2016年， 张丽丹被市国税局
评为优秀公务员；2017年， 被市国税局记
三等功。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7月10日凌晨1时，张家界市永定区四
都坪乡的8位村支书带着“希望的种子”，从
北京回到家乡。3天前，他们从村里出发，开
启寻梦之旅。

四都坪位于张家界市西南边陲， 是张
家界、自治州、怀化三市州交界地。千百年
来，土家族人生活在绿水青山之中，孕育出
底蕴深厚的土家农耕文化。然而，交通的不
便和信息的闭塞，阻碍了经济发展。全乡8
个村中，有6个贫困村。

“精准帮扶逐渐改变了贫困面貌。”张
家界市委宣传部驻牧笛溪村第一书记杨竣
邦告诉记者，依靠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全
村预计年底可整村脱贫，“我们的目标是脱
贫，更是致富。”

如何致富？杨竣邦与村干部商量，也与
其他村的村支书商量， 大家意见基本一
致———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引入前景好、实
力强的农业企业， 条件成熟后， 可联合发
展。于是，在宣传部牵线搭桥下，8位村支书
有了这次北京之行。

北京庞各庄乐平“御瓜园”是村支书们
的考察目标， 这家主要以生产和销售西瓜
为主的龙头企业，有着雄厚的技术和实力。

抵达北京首日，村支书们就立马奔赴基地，
迫不及待开始寻找致富梦。

进入基地， 大家不禁被眼前的情景惊
呆了：各种叫不出名的西瓜品种，以各种形
状旺盛生长。收获后，不仅可以食用，还可
以作药用。

“一亩的收益有多少？管理复不复杂？”
“南方土壤适合种植哪些品种？成活率有多
高？”“西瓜丰收后，主要有哪些销售渠道？”
一个个事关产业发展大计的问题抛出，得
到了企业负责人热情解答。

“看到基地， 就像看到村里未来的希
望。”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和平村支书张
明忠，看土壤、看长势、看挂果，如同看着自
家基地一样， 满眼希望。“不仅仅是西瓜基
地， 这里作为乡村旅游点， 也发展得非常
好。”沅溪村支书全胜东认为，建设西瓜园
有利于村里乡村旅游发展。

有考察，有收获。第二天，乐平公司与牧笛
溪村达成“村企联建”协议，将在产业、党建、就
业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 帮助村民实
现致富梦。同时，企业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有计
划地帮扶其他7个村，实现造福一方的目标。

在签约仪式上， 企业还向牧笛溪全体
村民赠送了6个稀有品种的西瓜种子，寓意
种下美好希望。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
员 王丹）“民生资金项目‘网上晒’，能随时查
询自家的‘三农’补贴等国家惠农政策情况，
村级财务也明明白白。”今天，岳阳县杨林街
镇兰泽村村民彭公社向记者展示了“三湘e监
督”带来的好处。他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点开
相关界面，选择所在市、县、镇、村名，输入姓
名或身份证号， 很快查询到了本村惠农资金

发放等情况。
去年6月，岳阳县借力省“互联网+监督”东

风，在全省率先开通乡镇民生资金上传录入端
口， 完成全县54个县直部门216个民生资金项
目在“三湘e监督”平台民生数据采集和上传任
务，涉及民生资金29.86亿元。将乡镇分配管理
的民生资金明细、村集体财务状况、债权债务、
收益分配、预决算等情况纳入公开范围，到村到

户公开公示，扩大了村民的知情权。
与此同时， 岳阳县纪委将村级财务核算由

乡镇经管站调整到乡镇财政所， 实现职能和数
据共享，解决了原来“该管的不能管，不该管的管
不了”等问题。村级财务实行每月一报账、乡镇财
政所每月一核算、 县财政部门每月一上传的工
作制度，搭建起县乡村立体监督网。全县194个
村级核算单位网上平台数据和票据上传率均达
100%，确保村级财务更公开、透明。

如今，岳阳县“互联网+”让监督无处不
在。去年来，依托网上平台，发现各类问题线
索11980余条，立案16人，收缴违纪资金62.4
万元，村级信访量同比下降50%。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通讯员 王敏 胡卫东 谢娴能 记者
周俊)“流水养殖池可解决水稻收割时鱼苗的养殖问题，还增加
了稻田鱼的养殖密度，能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7月10日，在双
峰县招通农业公司基地，科技特派员李剑辉正向农户们讲解新
型生态稻田养鱼技术。结合扶贫产业发展要求，双峰县委组织
部加大对贫困村农技服务和科技支持力度，将45名科技特派员
与贫困村精准对接。

“同样是稻田养鱼，通过新型生态养殖技术，亩产可达200
公斤，比传统养殖多了100多公斤，一亩可增收近万元。”科技
特派员“出手”，不仅让村民刮目相看，更点燃了村民们脱贫的
希望。去年，在科技特派员的帮扶下，双峰县共建设农业示范基
地52个，带动农户组建各类合作组织18个。科技特派员万孝康
探索“产学研”服务模式，开展“青壳鸡蛋”选育和产业化开发。
该项目成功列入全省引智项目，基地出产的生态鸡蛋获农业部
无公害产品认证，成功进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市场。

科技特派员们活跃在田间地头，采取现场讲解、示范指导、入
户面授、集中培训等形式，把科技送到千家万户，培育出一批“土专
家”、种植大王，养殖能手和种养专业大户。同时，他们加强与省内
外专家对接，引导农机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交流合作。

破解“人情网” 唤起新风尚
———宁乡市移风易俗树文明新风掠影

美在有为
———记全国“最美家庭”张丽丹家庭

8位村支书北京寻梦

环保服装秀
7月10日，小学生在表演环保服装秀，倡导环保和文明节俭新风尚。当天，长沙市天心区

裕南街街道长坡社区开展“世界人口日”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党员、群众革除陈规陋习，形成勤
俭、节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邓勇 摄影报道

双峰：科技特派员
助力脱贫攻坚

晚霞与灯光辉映 城市如璀璨明珠
7月9日傍晚，湘西经济开发区，绚丽的晚霞与城市灯光交相辉映。今年以来，该区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城市靓丽景观，形成

了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格局，成为武陵山区的一颗明珠。 张术杰 刘振军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10日

第 2018184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944 1040 981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93 173 258289

4 3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7月10日 第2018079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1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8214609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7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10 34716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33
44442
936505
6613609

27
2160
38247
256570

3000
200
10
5

1315 22 24 2917

岳阳县民生资金监督“网上见”
“互联网+监督”实现全覆盖，村级信访量同比下降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