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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王胜红
李国斌）8月3日至10日， 由中国新闻出
版传媒集团、青海日报社主办，格尔木
市委宣传部承办的第二届全国省级党
报采编业务研讨会暨省报社长总编看
格尔木主题采访活动在青海举行。原新
闻出版总署署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院长柳斌杰，青海省委常委、省委
宣传部部长张西明出席。

在研讨会上，柳斌杰以“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的总指导”为题谈了对习近平
新闻舆论工作思想的学习体会。结合未
来传媒的发展趋势，柳斌杰提出党报工
作要处理好坚守与创新的关系，做到在
传媒行业大变局中定力不变、方寸不
乱。要纸变报不变，坚持新闻立业是
党报的基本立场之一； 形变神不变，
坚持做强内容优势，就是守住党报的
精神；场变人不变，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这是办报办刊的基本立场；媒变
责不变，媒体形态在发生变化，但党
报责任不能变。

全国省级党报社长总编看格尔木
主题采访活动同时启动。格尔木市不仅
是举世闻名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起
点，也是西部重点交通枢纽，是柴达木
循环经济试验区的主战场。境内的察尔
汗盐湖， 是全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
被称为藏羚羊故乡的可可西里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已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的长江源
区生态地位受到世人关注。

在为期4天的时间里，来自人民日
报、 中央行业媒体以及省级党报的记
者深入格尔木的厂矿、 企业、 农村采
访， 从不同视角展现格尔木的经济腾
飞、民族团结、文化多元、历史厚重的
魅力。 报道组一行奔赴可可西里自然
保护区索南达杰保护站， 对可可西里
自然保护区和长江源区的生态恢复
展开调研； 在察尔汗盐湖、 光伏电站
采访格尔木在发展循环经济产业中
所取得的成就。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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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邹晨莹

里面是工作人员吹着空调，外面是
排队等着办事的群众热得冒汗，河南郑
州某派出所办事大厅“冷热有别”，热了
舆论，凉了人心。此事经媒体披露后，派
出所迅速整改：一天时间，大厅安装了
空调，群众反映的饮用水和如厕问题也
整改到位。

闻过即改 ，无疑值得肯定 ，但此事
暴露出的作风问题值得沉思：一夜之间
就能解决的“小事”，为何长时间得不到
解决，一经媒体曝光，便“迅速整改”，这
一“慢”一“快”的对比，到底比出了怎样
的心态？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绝非一
句高大上的口号。 此事虽发生在别处，
但我们不能一笑了之，需要我们扪心自
问 ，把群众挡在外面 ，把百姓当成 “外
人”， 这种心态和作风在湖南是不是就
绝迹了？我们必须收起看客心态 ，认真

反思，找寻改进工作的契机，切实整改，
真正获得群众的肯定。比如 ，湖南正值
炎热天气“超长待机”的时期，不仅可以
自检自查是否做到让顶酷暑冒高温来
办事的群众享清凉，还可尝试借助信息
化和大数据 ， 实现群众 “一次都不用
跑”，免于三伏天跑腿的暑热。

百姓之事的细与实 ，说到底 ，是工
作作风的细与实，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的细与实。当年毛泽东同志
在苏区调研，大小事情样样问全、问细：
哪家豆腐做得好、 哪家水酒酿得香，每
家每户吃盐多少、价格几何 ，他都仔细
了解、如数家珍。正是这样的细与实，使
其找到启动农村革命的钥匙。

拆掉办事大厅那堵玻璃墙容易，但
要拆掉心中那堵将群众当外人的“玻璃
墙”显然难得多。它需要真正站在群众
的视角来思考， 以群众的感受为标准。
功不唐捐，只要在改善服务上多一分用
心，群众就能感受到多一分舒心。

重视“冷热有别”
暴露出的作风问题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10日早晨9时， 聂世虎结束了10公里的晨
跑，坐在江苏扬州三湾湿地公园的长凳上休息，
和跑吧里的跑友们聊天。

聂世虎所在的“三湾跑吧”，汇聚了200多
个长跑爱好者，大家都是附近的居民，常在三湾
湿地公园跑步。

市民谈家松散完步， 边甩手边走过来，跟
“大江奔流”采访团的记者“炫耀”自己的好身
体，他拍拍胸，说：“以前想散步都没地方，现在
我每天都在公园散步2个小时以上。你们猜我多
少岁啦？70了，身体好得很！”

来到扬州，当地人告诉记者，扬州有一句流
行语：多建一个公园，少建一所医院。

扬州建了多少公园？
记者乘车穿过扬州城区，几乎每隔几分钟，

就能看到或大或小的公园。
据了解，近年来，扬州已经建成并对外开放的

免费公园共344个， 其中开放性综合公园36个、社
区公园204个、专类公园29个、口袋公园75个。

不仅三湾湿地公园这类大型公园深受市民
喜爱，口袋公园人气也十分旺盛。

口袋公园不大， 市民绕公园走一圈不过几
分钟，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廊亭长凳、健身器
械一应俱全。

这些建在市民家门口的口袋公园， 附近市
民步行5至10分钟便可到达，和大型生态公园一
起，均衡覆盖着整个市区，构成多层次的公园体
系。

“瘦湖心仪久，有幸赴扬州”，和记者同样徜
徉在瘦西湖秀美风光里的，不仅有游客，还有不
少过来锻炼的扬州市民。

2014年，位于瘦西湖中心地带的宋夹城体育
休闲公园向社会免费开放，随即成为了扬州市民

的“健身后花园”。据统计，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
开园以来，已接待市民和游客逾600万人次。

扬州的城市公园体系建设始于2014年，总
占地面积超过11平方公里， 相当于新建了11个
瘦西湖。

在寸土寸金的城区， 将原本可作商业开发
的“风水宝地”，划作供市民免费休闲健身的公
园，值吗？

扬州自有打算。
扬州提出“公园+”的城市发展理念，把城市

公园作为规划的核心要件，优先定点规划建设，
再在周边布局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居民区、商业
区等。

三湾湿地公园副总经理王石群介绍， 三湾
湿地公园所在地，原本是一片杂乱的城中村。经
过两年多的生态修复和建设， 这里不仅变成了

扬州东南片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亮点， 公园一路
之隔， 还建起了汇聚前沿科技的智谷科技综合
体。两年时间，智谷科技综合体一期已入驻企业
93家，实现营收15亿元。

在老城区， 扬州选择沿河绿地、 桥下这些
“金边银角”处，插建体育设施，与原有的树木、
景观融合到一起，不占用额外的土地。

据了解，2015年以来，扬州常年去公园进行
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达38.2%，城市棋牌室减少
30%， 慢性病患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4个百
分点，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2岁，医保经费开始
有了节余。

2017年，扬州GDP总量突破5000亿元，在全
国百强城市中位居第37位，比2010年提升19位。

扬州，正在从建设“城市公园”，变身为生
态、宜居的“公园城市”。

扬州：

寸土寸金地，一步一公园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8月9日上午，长沙湘江西岸，阳光下的龙
王港波光粼粼。 记者在龙王港流域综合治理
一期工程（南园路-枫林路）现场看到，挖掘机
等车辆轰鸣穿梭，70多名工人顶着烈日挥汗
如雨。

“一个作业面有多个班组持续工作，预计
8月底就能完工。” 负责施工的湖南湘新水务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新水务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完工后，处理南园路溢流
污水能力将达到2万吨/日， 出水水质为一级
A，长达2.45公里河段的黑臭底泥对水质的不
利影响也将消除， 为推进龙王港综合治理打
下良好基础。

龙王港又名溁湾港、麓桥河，是湘江的重

要支流。由于上游来水水质较差，加之河道两
岸截污系统不完善， 龙王港下游成了一条黑
臭水体。

记者了解到，目前正在实施的2个项目分
别是南园路箱涵排口污水处理和龙王港（南
园路-枫林路望麓桥段） 清淤及曝气工程。面
对工期紧、任务重、高温天，湘新水务公司推
行“一线工作法”，即员工在一线工作、领导在
一线指挥、问题在一线解决。施工及监理单位
采取避开高温施工、设置两班倒、配备防暑药
等多项举措，保障多个班组同时作业。

目前， 南园路箱涵排口污水处理工程已
完成1037根砼搅拌桩及基础混凝土浇筑，设
备部分正抢抓时间焊接；龙王港（南园路-枫
林路望麓桥段） 清淤及曝气工程已建成沉淀
池4座，上下游累计清淤500米。

这是湖南湘江新区加速推进龙王港流域
综合治理的一个缩影。

完成这两个项目后， 龙王港流域综合治
理后续将按照“流域统筹、系统治理、整体设
计、属地负责、分期分区实施”原则推进。湖南
湘江新区管委会统筹，长沙高新区、岳麓区等
实施。项目建设将围绕“污染削减、水资源利
用、生态修复”，兼顾防洪安全、景观提升需
求，一期工程（2018-2020年）实施后可实现
龙王港流域污水全截流、全处理，基本消除黑
臭水体。

目前， 龙王港流域综合治理一期工程实
施方案（2018-2020） 及项目铺排计划已出
炉，包括分布式污水处理、雨污分流、清淤、增
氧曝气、 河道保洁等多个先期实施部分项目
正有条不紊推进。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丁白玉 胡飞云

8月3日，一场暴雨过后，“莲城”空气又湿又
热。湘潭66岁的“民间河长”陈正明挎上帆布包，
骑着电动车，匆匆向湘江湘潭段河堤驶去。

“刚下过雨，这时来巡河，最容易发现是
否有污水排入湘江。”自2009年加入湘潭市环
保协会后， 陈正明坚持为保护湘江生态环境
而奔走，这正是他的经验所得。他告诉记者，
目前， 湘潭雨污分流工作还未全部完成。雨
水、污水混合后，一旦超过污水处理厂的承载
力，就有可能直接进入湘江。所以，每次大雨
过后，他都会及时在重点地段巡河，关注湘江
水质。

“今天这里水比较清，江面还算干净。”陈
正明的电动车首先停在了河东污水处理厂污
水排放口附近。观察了一会水质后，陈正明又
用手机拍下照片，并上传到“湘潭民间河长湘

江卫士”微信群进行汇报。随后，他再次骑上
电动车，进入到自己认领的湘江值守维护段。

2017年5月，为配合“河长制”的大力推
行，“湘潭市民间河长”志愿者组织应运而生，
陈正明争着第一批加入了这个组织。从此，不
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就连春节期间他都会
到湘江大堤巡上一趟。

2018年农历新年第一天， 陈正明在巡河
时发现湘潭河东污水处理厂排污口附近集聚
了大量黄褐色泡沫。 他马上从包里取出一个
改造后的易拉罐将水舀上来， 用试纸进行检
测，发现指数呈中性。他开始寻找导致江水异
常的原因， 并打电话向河东污水处理厂反映
情况。

他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河东污水处理厂
的重视， 企业负责人立马安排专业人员赶往

现场查找问题根源。 经过细致观察和分析研
究， 大家认为是春节期间排放的生活污水中
油水较多，流经过程中又经过两个5米高的落
差，进而导致大量泡沫出现。随后，河东污水
处理厂工作人员通过撒试剂及人工打捞的方
式及时进行了处理。

“湘江哺育了我们，就像母亲一样伟大。这
不是空话，是我心里真实的想法。”陈正明说，自
己从小在湘江边长大，小时候湘江水非常清澈，
甚至可以直接喝。 可是慢慢地， 湘江一度变得
“伤痕累累”，这让他倍感心疼。日复一日的巡河
工作中，他总是看到垃圾就拾起来，放到随身携
带的袋子里，一旦发现问题就去想办法解决。如
今，在他的监管下，值守河段的水质已经越来越
好，有时沿岸还可清澈见底。

龙王港：碧水清流尤可期

全国省级党报聚焦魅力格尔木

陈正明：倾心守护母亲河

� � � � 2015年
7月15日，江
苏省扬州市
宋夹城体育
休 闲 公 园 。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夏粮开秤
8月10日， 宁乡市双江口

镇， 农户将稻谷过秤入库。 该
镇是宁乡市最大的产粮乡镇，
今年早稻种植面积6万余亩，
总产量达2.1万吨。 目前， 该
镇已累计收购粮食5000余吨。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刘石江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彭雅
惠 ）今天，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
公布7月份湖南居民消费价格（CPI）
数据，我省CPI同比上涨1.6%，涨幅与
上月持平， 低于全国平均涨幅0.5个
百分点。

全省物价涨势总体温和，主要得
益于食品价格持续回落。7月份食品
价格同比下降1.5%，降幅较上月扩大
0.3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下
降12.1%，水产品价格同比下降3.3%，
两者共影响CPI下降0.45个百分点；
鲜菜价格出现今年以来首次下降，价
格同比下跌 1.0% ， 影响CPI降低约

0.03个百分点。 整体上看， 尽管禽肉
类、蛋类、鲜果类价格比去年同期有
所上涨，但影响不大，湖南人的菜篮
子压力明显减轻。

菜篮子“轻”了，我省居民却并没有
省下多少钱。构成消费价格指数的八大
类价格，除烟酒食品价格下降外，其余
全部上升。其中，交通和通信、居住、衣
着、 医疗保健的价格同比涨幅均超过
2%。尤其是交通和通信、居住价格，受
暑期来临出行需求增加、国内成品油连
续调价等因素影响，价格上涨幅度达到
今年以来最高值，并超过同期全国该大
类价格平均涨价水平。

�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易禹
琳）今天下午，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与湖南天尚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在宁乡紫龙湾签约，宣称将联合摄制
电视连续剧《人民的使命》。

记者获悉，电视剧《人民的使命》由
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联合天尚影
视重磅推出。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影
视中心与天尚影视签约，授权天尚影视
全权、独家负责该剧的投融资及摄制运

营。天尚影视已成功摄制动画片《虹猫
蓝兔七侠传》《晶码战士》《喜羊羊与灰
太狼》与院线电影《香港大营救》《领袖
1935》等。北京文化是一家在A股上市
的全产业链影视娱乐传媒集团，曾参与
投资、 拍摄《战狼2》《芳华》《我不是药
神》等电影。

北京文化与天尚影视还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强强联合，合力打
造一批无愧于时代的影视佳作。

� � � �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王骁金龙 陈沐）近日，由文化
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国
文化馆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文化中
国” 微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名单出
炉，我省3部作品入选。

该活动以“文化中国”为主题，面
向全国基层群众征集其自编、 自导、
自演，自主拍摄制作，反映当地群众
文化生活、优秀传统文化、当代艺术
的微视频作品。 经过各省选拔和严格
评审，860部作品参加全国评审，最终
推选出50部优秀作品及8部优秀单项
作品。

我省入围50部优秀作品的3部作品
分别是：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纪录片

《一颗红糖的梦想》、湖南图书馆的纪录
片《勿忘初心———一位图书馆古籍修复
师的匠人之道》、 攸县文化馆的微电影
《舞台》。其中，《一颗红糖的梦想》入选8
部优秀单项作品， 获评“最佳创意作
品”。

《一颗红糖的梦想》讲述了“90后”
公益创业者被留守儿童触动，决心在深
山发展产业，吸引留守儿童父母回乡就
业的故事。《勿忘初心———一位图书馆
古籍修复师的匠人之道》展现了湖南图
书馆古籍修复师师玉祥从业40年来甘
于寂寞，潜心古籍修复的动人情景。《舞
台》则记录了攸县基层群文工作者为打
通农村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默默
奉献的真实故事。

电视剧《人民的使命》筹备拍摄

7月我省CPI同比上涨1.6%

猪肉、蔬菜、水产品价格走低
行与住等价格强势上涨，涨幅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湖南3部作品入选
第二届“文化中国”微视频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