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
员 李耀湘）“遗体火化，丧事从简。”日前，湘
潭县杨嘉桥镇金笔村村民杨志辉的儿女遵循
父亲遗愿，简单为他办理了丧事。近段时间，
湘潭县各乡镇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氛围日益
浓厚，一股文明新风在莲乡大地徐徐吹来。

今年以来，湘潭县坚持把乡风文明建设作
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个关键环节来抓， 成立了推动移风易俗、建
设文明莲乡工作领导小组， 由县委书记任顾
问、县长任组长；出台了《湘潭县“推动移风易
俗、建设文明莲乡”工作方案》，形成了党政齐
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该县各乡镇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工作细则，细化移风易俗工作标准，指导
各行政村制定村规民约， 组建道德评议会、红
白理事会、村民理事会和禁赌禁毒协会。

与此同时， 湘潭县坚持把“推动移风易
俗、建设文明莲乡”融入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行动中，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文明家庭”

和“文明校园”评选、“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乡贤名人”典型选树等活动。围绕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开展“书记（局
长）大讲堂”“一村一员一课堂”“社区论坛”等
活动， 重点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政策法律、莲乡故事、湖湘文化等
内容。

针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婚丧喜庆大操
大办、 人情彩礼水涨船高、 封建迷信死灰复
燃、 赌博之风屡禁不绝等问题， 湘潭县出台
《婚丧礼俗整治方案》，引导党员干部、公职人
员带头抵制奢侈、攀比、铺张浪费等风气，以
良好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带动广大群众革
除婚丧陋习。同时，该县结合殡葬惠民政策，
全面实现城乡低保户、 五保户等特困群体的
基本丧葬费用全免。目前，五保对象死亡后火
化率达95%以上， 对参与殡葬改革的一般农
户予以每户2000元的补贴，鼓励农民自觉抵
制封建迷信思想，树立良好文明风气。

新风拂“莲乡”
湘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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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吴巍伟 刘萌萌）8月6日，华容县禹山镇终
南村的湖南大学新生蔡润博收到了一份特殊
的礼物———镇村干部为他送来了800元奖学
金和生活用品， 还邀请他参加镇里为大学新
生们举办的集体“升学礼”。蔡润博和家人欣
然接受邀请， 并现场签下不举办升学宴的承
诺书。

“今年高考毕业季，禹山镇为63名本科上
线大学新生举办集体升学礼， 鼓励他们在今
后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奋斗， 号召他们争做文
明新风践行者。”禹山镇党委书记付祖云向记
者介绍。 当天， 在华容县治河渡镇政府大礼
堂，另一场升学送新会也举办得温馨又热闹。
23名刚刚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新生们和
镇村干部、家长、老师齐聚一堂，学生用鲜花
和才艺答谢师恩。 学生和家长纷纷为这样的
集体“升学礼”点赞，并签下承诺，共同抵制铺
张浪费的“升学宴”“谢师宴”。

与往年不同，今年,华容城区和各乡镇集

镇宾馆酒楼，基本看不到举办“升学宴”“谢师
宴”现象。“治陋习、树新风”理念已经深入人
心，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积极响应号召，自
觉摒弃了高考升学请客摆酒的陈规陋习。“进
入6月份以来， 我们以宾馆酒楼为整治重点，
组织有关部门成立县宾馆酒楼‘治陋’综合执
法队，采取多种措施狠刹‘升学宴’‘谢师宴’
等违规宴请。” 华容县文明办主任谭国铭介
绍。与此同时，在华容广大农村地区，越来越
多的“乡厨”也被组织发展成为推进“治陋习、
树新风”行动的好帮手。在华容县镇村三级联
动号召下，乡村厨师只承接婚丧喜事，其他一
律不接。

今年来，华容坚持一手重拳治“陋”，一手
强力推“新”，实现了“治婚丧陋习、树文明新
风”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今年来，华容县人
情宴请次数已由往年同期的4万例锐减至1
万例以内，人情宴请支出减少逾七成。违规宴
请风得到有效遏制， 广大干部群众普遍感到
人情债减负了，社会风气好转了。

狠刹“人情宴”
华容县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
员 吴勇兵 邓道理 ）8月10日上午，2018黄
龙音乐季钢琴艺术周决赛在张家界黄龙洞
景区哈利路亚音乐厅举行。 经过近3个小时
的巅峰对决，北京琴手韦子建、山东琴手刘
项印分别获得钢琴艺术周专业组、业余组特

等奖。
据了解， 钢琴艺术周吸引了来自全国

的近千名选手参加比赛。艺术周经过5天的
初赛、复赛，从3个专业组、5个业余组中脱
颖而出的8名金奖选手进行巅峰对决。由
50名钢琴艺术家组成的评委团， 根据对决

选手的综合表现进行现场当众投票， 产生
专业组、业余组的“巅峰王者”。赛后，两位
特等奖选手留下手模， 将永久展示在哈利
路亚音乐厅。

本次钢琴艺术周共设立特等奖、 金奖、
银奖、 铜奖等212个奖项和艺术发展基金
155.5万元。期间，还举办了峰林田园钢琴音
乐会、钢琴艺术大师班、专家论坛等音乐交
流活动。钢琴艺术周结束后，将在8月13日至
19日迎来声乐艺术周，8月23日至30日迎来
合唱艺术周。

2018黄龙音乐季钢琴艺术周落幕
两选手获封“巅峰王者”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请你放心，我们一定帮你把七彩椒全部
销售出去。建议你明年扩大种植规模，多为父
母分忧。”8月10日，江永县6名电商创客来到
夏层铺镇下村，帮助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白
血病患者谭三龙采摘七彩椒， 通过电商平台
当天卖出七彩椒1000多公斤。

2004年11月，正在读初二的谭三龙不幸
身患“再生障碍性贫血+PNH综合症”，父母
带着他四处求医，家里欠下不少外债。人生遭
遇生死之忧，恐惧随之而来，谭三龙身体和心
情都跌入了低谷。“那年才14岁， 我这个病由
省里医院确诊，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后，医生
给我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在悲观绝望的时候， 谭三龙得到一位老
中医的支持与帮助，坚定了延续生命的信心。
这位老人当时已60多岁，40多年前也得了和
谭三龙一样的病，通过吃自制的中草药，病情
得到控制。

10多年来，谭三龙每天都坚持喝老中医
配制的中草药药汤，病情慢慢好转。

如今，已近30岁的谭三龙想创业。几经
努力， 他在自家的田里种植两亩七彩椒获得
成功， 亩产达2500多公斤， 收入可达2万多
元。

平时， 他还在网上卖一些自制的手工艺
品。他利用树根原来的形状，巧妙地打磨后，
把树根变成一件件精美的根雕艺术品。 心灵
手巧的谭三龙还利用在网上所学的知识，对
农村住宅进行设计， 免费提供给需要建房的
农民。他说，“村里有人建新房子，只要需要我
设计，都不会收钱。”

“得病不可怕，我要以积极向上的态度
面对生活，活出七彩人生。”对生命充满渴
望与信心的谭三龙，顽强地与病魔进行搏
斗，用乐观的心态绘就“七彩人生”。谭三
龙说，人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他要用
勤劳的双手，改变家庭困境，活出人生的
色彩。

一个白血病患者的“七彩人生”

大手拉小手 乐在家门口
———长沙县免费暑期班惠及众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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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我省首家“劳动者港湾”在建设银行长沙芙蓉支行营业部启用。“劳动者港湾”以环卫工人、交通警察、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快
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及老弱病残孕、走失儿童等群体为服务对象，室内配备有饮水机、手机充电器、微波炉等设备，为劳动者打造一个“累了能歇
脚，渴了能喝水，没电能充电，饭凉能加热”的便利场所。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吴辉云 摄影报道

首家“劳动者港湾”落户长沙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湘潭市8日下午召开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
入行动计划新闻发布会透露， 计划到2020
年，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6%以上，投入总量70

亿元以上。
湘潭将壮大创新企业群体， 实现3年内

培育引进创新型领军企业10家以上，新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100家以上， 重点促进自主研
发骨干企业100家， 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

100家， 引进和培育符合湘潭产业发展方向
的市级以上研发机构或研发团队30家以上。
同时，引导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机制，力争
2020年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占全社会研
发经费投入比重在90%左右。

园区是研发经费投入的重点区域。力争
实现到2020年湘潭高新区研发经费投入强
度达到4.5%以上，湘潭经开区达到4%以上。

2020年，湘潭研发经费投入将超70亿元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邢
玲 通讯员 曹文进 ）近日，农业农
村部批准2018年21个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创建名单，安化县现代农
业产业园成功入选。这是我省今年
唯一入选此名单的现代农业产业
园。

从2007年起，安化县以黑茶为
主导产业创建现代农业产业园。至
2017年， 该产业园已发展成涉及9
个乡镇56个行政村、 面积188平方
公里的大型农业产业园。目前，园区
已规划生产、加工、物流、研发、示
范、服务六大功能板块；“三通一平”
已全部完成，路网、通信及污水处理
等基础设施完善， 建成标准化厂房
10.3万平方米； 安化黑茶工程研究

中心全面运行， 中国黑茶博物馆开
馆迎客， 中国黑茶大市场和黄沙坪
古茶市全面建成投入使用； 农产品
加工、 产品检测和物流等所需装备
齐全；市政管网已接入产业园，用水
用电有保障，规划、环评、用地等手
续齐全。

该园区现有安化黑茶加工企业
52家，年加工能力达10万吨。其中，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白沙溪茶
厂、中茶安化茶厂、阿香茶果、梅山
黑茶、 建玲实业等为省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2017年， 安化县黑茶
综合产值152亿元，税收2.8亿元，直
接提供就业岗位3.5万多个，间接带
动就业20多万人。

安化县现代农业产业园
创建国家级园区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夏日炎炎，长沙县黄兴镇黄兴新村松鹤
工作室大厅里，空调清凉，又有孩子们热情
起舞的火热。8月9日，记者在这里看到，伴随
着有节奏的音乐，十几名舞蹈班的小学生跳
起欢快的舞蹈。这个暑假，黄兴新村有50个
孩子上了村里的免费辅导班。

家门口上免费暑期班

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
期，长沙县今年暑假以“大学带小学，家乡学
子情”为主题，组织全县的孩子们在家门口
上免费的暑期班。 负责实施的县关工委把

“小升初、初升高”的学生作为假期辅导班的
重点对象，制订了实施方案，包括家长签订
《安全责任书》《辅导员工作守则》《考核办
法》等。截至目前，长沙县34个村（社区）已开
班66个，参加辅导班学生2000余人。

暑期辅导班开设的课程包括文化辅导、

素质教育和才艺表演等，各个村、社区还根
据当地实际，结合革命传统教育、传统文化
讲习、蓝天保卫战知识培训等。如长龙街道
不仅为孩子们开设了辅导课程， 还开设了
“五老”课堂、普通话培训、音乐鉴赏等课堂，
针对街道精准扶贫学子、留守儿童、困境学
子开展的爱心帮扶活动，让孩子们做起小小
宣传员， 将垃圾分类意识和习惯带入家庭，
带入村社区，还组织孩子们探望环卫工人。

长龙街道蓓蕾小学四年级盛梦妮同学的
妈妈说，去年送孩子在别的地方上花钱的补
习班， 今年孩子参加街道的辅导班更开心，
综合素质提升了很多。

师资力量来自志愿者

免费举办辅导班，师资哪里来？长沙县
动员各村镇社区本籍大学生、高中毕业生和

“五老”人员担任志愿者。
王卿云是浙江中医药大学大五学生，家

住长沙县 梨街道陶公庙社区，父亲听到有

这样的活动，立马打电话给他，要他回来为
家乡的小朋友服务。王卿云辅导社区四到六
年级的小学生教语数外作业，还有时间就给
小朋友讲故事。

一批退休的“老干部、老军人、老专家、
老教师、老模范”也积极参与、乐在其中。

松鹤工作室的创办人熊年是退休的教育
干部， 十几年如一日为家乡的孩子们提供公
益教育，今年干得更带劲。星沙街道金茂路社
区关工委主任苍霖今年76岁， 现在几乎天天
“泡”在辅导班里，忙前忙后，也乐此不疲。

免费为学生提供假期辅导，开慧镇飘峰
山村最早推行。自2012年以来，已辅导孩子
400余人。近5年来，该村初升高和高考录取
比例年年居全镇之首。一些村里走出去的大
学生，以前受到过免费辅导，现在又回来带
小弟弟小妹妹。今年，村里又开了两个暑期
辅导班，招了70名中小学生。

明年， 长沙县将做更广泛的动员和推
广，让更多中小学生家庭受惠，让更多大学
生有锻炼和成长的机会。朗

木

8月10日晚，演员在演唱歌曲《燃烧吧，青春》。当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等单位主办
的《经典留声》影视歌曲音乐会，在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举行。音乐会分为4个篇章，演员们演唱
了18首经典歌曲。 傅聪 龙文泱 摄影报道

唱响经典

老百姓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