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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马远德 李青）“感谢中滕教育有
限公司的帮助，我会好好学习，努力回报
社会。”永州市冷水滩区骄阳小学陈林同
学， 日前接到爱心人士送来的资助金和
慰问品时开心地说。当天，中滕教育有限
公司决定对该校4名学生进行从小学到
大学阶段的长期资助。

在永州， 这样的公益资助活动已成
常态。近日，由永州市教育基金会争取爱
心企业市新华书店定向资助市直学校

150名特困生， 给予每人发放额外生活
补助金2000元， 共发放资助金30万元；
由市教育基金会争取卓泰·金水湾企业
及职工开展教育扶贫捐赠活动， 资助特
困生70名，发放资助金8.5万元。

近年来， 永州市教育扶贫资助工作
连年迈出大步。 该市扎实落实国家各项
学生资助政策， 地方财政投入不遗余力
“做加法”“补天窗”。参照国家资助标准，
对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档立卡户幼儿
发放入园补助、 对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

的建档立卡学生发放生活补助；2016至
2017年地方投入专项扶贫助学资金
6179余万元， 资助贫困学生14.37万人
次， 覆盖了国家资助政策尚未到达的盲
区。今年1至9月，全市地方财政投入专项
资金4023万元， 资助贫困学生185354
人，比上年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该市依托“永州教育扶贫
社会资助网”平台，开展“互联网+扶贫”，
分批、 定期向全社会重点推介永州市中
小学校特困生， 并通过市教育基金会等

公益组织争取全社会的关注、关爱、扶助，
今年1至9月, 全市共收到捐资助学款1387
万余元，其中,香港永州联谊会教育扶贫捐
款500万港元， 其他公益捐款987万余元。
这些公益资金目前共资助特困生5100人
次。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通讯员 周磊
吴海霞 记者 黄巍）“为红花村建一所希
望小学是我多年的心愿， 今天终于实现
了，感谢所有参与众筹的5000余名爱心
网友。”11月4日， 不久前刚获全国脱贫
攻坚“奉献奖”的“支教奶奶”周秀芳激动
地说。

10月26日，溆浦县北斗溪镇红花村
的希望小学落成， 这是周秀芳老师牵头

在溆浦建成的第17所希望小学， 也是由
她组织发起， 通过网络向全社会众筹的
一所希望小学。

为帮助周秀芳老师和红花村小学学
生们完成心愿，今年“六一”前，5000余名
网友在76小时内爱心接力，完成55万余元
的善款募集，其中宁波市一家爱心企业建
立的存希公益慈善基金捐献22万余元。

该希望小学于今年7月奠基开工，建

筑面积300平方米。落成后，原先在村委
会办公楼借读的22名学生，终于可以在
宽敞明亮的新教室里学习了。

周秀芳是宁波市鄞州区的一名退
休教师。2015年，她怀揣支教梦想、不远
千里，从宁波来到溆浦山区支教助学。3
年多时间里， 周秀芳发起爱心接力，将
宁波、上海、杭州数万市民的爱心和物
资源源不断地搬运到溆浦山区，目前已
建成17所希望小学， 让近400名贫困生
得到结对帮扶，建校和资助贫困生累计
捐献款物达2000余万元。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王文
隆 通讯员 罗明 张可夫）11月1日，浏
阳市小河乡在浏阳首次推行“生态节
地树葬”移风易俗行动。该乡5个村的
16位老人在签名展板上签下自己的
名字，许下“生态节地树葬”的承诺。

“身后能与家乡的土地融为一
体，让生命之树常青，我很乐意！”小
河乡潭湾村黄坪组老党员曾永春
说。小河乡位于浏阳河源头、大围山
脚下， 绿水青山是该乡的“金字名
片”。 在一次干部群众交流活动中，
就有群众提出生态安葬的建议，曾
永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

签字仪式后， 老人们和党员志
愿者共同栽下桂花树。老人们约定，
百年之后将骨灰撒于这些树下。

教育扶贫迈大步永州

11月4日，湘阴县洋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残障人士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观赏五彩花田。当天，长沙市天心区福康社工服务中心
开展助力残障人士圆出行梦活动，组织该区30余名重度残障人士游湿地，观花海。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蒋小燕 摄影报道

残障人士赏花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左罗）“昨天
下午办手续，今天上午就到账了，真没想到政府的帮扶资金兑
现得如此之快。”11月1日上午，湖南红太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得知天心区“千人帮千企百日大行动”惠企政策资金
拨付到账后，当即对帮扶小分队队员竖起了大拇指。

当日上午，除湖南红太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外，湖南
顶立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也先后收到了天心区“千人帮千
企百日大行动”惠企政策资金，至此天心区首批惠企政策资
金1520万元全部拨付到位。

据了解，10月24日,长沙市启动“千人帮千企百日大行
动”后，当晚,天心区就召开了“千人帮千企百日大行动”工
作调度会，连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第二天，从园区、区直部
门抽调干部组成的8个小分队，立即带着市、区的帮扶政策
对全区40家重点企业展开了上门精准帮扶工作。

“目前，各帮扶小分队根据‘人员派下去、问题收上来’
的原则，已完成了第一轮与企业负责人的走访见面，初步掌
握了企业的发展困难， 并初步制定了‘一企一策’ 帮扶方
案。”天心区“千人帮千企百日大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接下来，各帮扶小分队将在最快的时间内明
确帮扶时间表、路线图，重点聚焦政策落地问题，以面对面、
点对点的方式，推动政策精准入企、落地惠企。

天心区
“千人帮千企”行动快
首批惠企政策资金全部拨付到位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田夏）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兴起一股“文化寻根”潮，作家们开始致
力于对传统意识、 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 他们的创作被称为
“寻根文学”。在众多的作品中，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被
很多人视为“寻根文学”作品的典型代表。30余年后，韩少功作
品研究专家相聚岳阳，试图重新找回文化之根。

3日，由湖南理工学院和汨罗市委、市政府主办的“韩少
功创作四十年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 全国学术研讨
会在岳阳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
汉大学等高校的60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韩少功文
学思想与创作历程，交流韩少功作品的研究成果。

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卢晓霞、复旦大学郜元宝、武汉大学
樊星、中山大学张均等8位学者分别作主题发言，分享研究成
果。樊星表示，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他追寻楚文
化的奇丽、神秘，以庄禅修身，在此起彼伏的“弘扬”与“批判”
中， 寻找错综复杂的传统文化之根。 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认
为，韩少功的“寻根文学”创建了“文化-存在”叙事话语形态，
既有中国本土文化视野，又有西方现代存在意识。

湖南理工学院在2017年成立了韩少功研究所，通过对
韩少功作品的研究， 释放师生对中国文学与社会的思想能
量，发现、应对、回答中国以及世界文学的有关话题。近年
来，该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扎根于深厚的湖湘文化传统，形
成了屈原文学与屈原文化、洞庭湖区域文学艺术、湘楚语言
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特色。

“寻根文学”再出发
专家学者共研韩少功作品及中国文学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俊 潘芳)11月2日， 中国伦理
学会在北京举行仪式，授予双牌县“中国
和文化之乡”称号。

双牌县“和文化”源远流长，民间习俗
也处处体现着“和文化”的传承。特别是近

年来， 双牌县阳明山作为台湾阳明山的兄
弟山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已成功举办12
届中国阳明山“和文化”旅游节，成为两岸
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 阳明山
“和”字展览馆是全世界唯一收藏“和”字的
藏馆，已收集到洪秀柱、连战、吴伯雄、宋楚

瑜等台湾政要名流及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
等题赠的近万幅“和” 字。 该县还打造了
“和”文化长廊、“和美广场”、永和塔等一系
列传承和弘扬“和”文化的平台，把“和”文
化的精髓和实质普及到广大市民当中。

近日， 中国伦理学会组织专家对双
牌县进行实地考察认证， 结合网上公示
征求意见情况，认定双牌县为“中国和文
化之乡”。

双牌被认定为“中国和文化之乡”

5000爱心网友众筹建希望小学

北湖在全省率先探索
工商“同区通办”登记

试行成功将向全省推广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永军 李伟东）11月1日， 郴州
市工商局北湖分局率先在全省范围内试
点推行个体工商户登记“同区通办”模
式， 即工商登记机关打破区域登记管辖

的限制， 对非本工商所管辖范围内的申
请人， 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业
务，实行受理发照的准入登记模式。

据了解， 以往个体工商户办理营业
执照， 必须按照经营地址到所在辖区内

的工商所申请办理。“同区通办”后，申请
人在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登记
时， 可以自主选择到就近的工商所服务
窗口申请办理， 个体工商户申请人只要
提供的手续齐全， 可到郴州市北湖分局
任何一个工商所办理。 试行成功后再向
郴州全市及全省推广。 该举措可以方便
广大个体经营者， 并形成服务市场主体
“就近办照、便利注册、一次办成”的常态
工作格局，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
有力保障。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李曼斯 宋
一异)“小包”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公
务员， 满怀理想的他在岗位上连续遭
遇“为官不为”“收受红包礼金”等滑铁
卢，受到严肃处理。11月1日，在宁乡市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主题分享会
上，“小包”的故事被拍成微电影《小包
从官记》，其违纪行为在片中与新修订
的纪律处分条例逐一对照、解读，让宁
乡市直、乡镇（街道）党政的“关键少
数”留下深刻印象。

自10月29日启动的宁乡市第九
届廉政文化周以“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 为主题， 集中举行一堂专题党
课、一场主题分享等6项活动。主题分
享、 戏剧巡演等活动采用干群喜闻乐
见艺术形式， 廉政教育艺术性、 感染
力、针对性更强。

宁乡廉政文化周
呈上六道“新菜”

浏阳小河乡推行
“生态节地树葬”

新闻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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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冷冰）当电
动汽车在大街上越来越多的时候，新能源的应用也“飞”上
了蓝天。第二届国际电动航空论坛今天在长沙县落幕，论坛
回应了大众对新能源航空的诸多好奇与关切， 并为长沙临
空经济示范区产业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第二届国际电动航空论坛为期两天， 由长沙县人民政
府、中关村蓝创通用航空产业联盟、德国飞页公司主办。本
次论坛以“天地融合、引航未来”为主题，深入探讨了国内外
电动航空发展的趋势、机遇及遇到的难题和破解对策，旨在
推动新能源飞机发展，促进我国航空技术创新、相关行业全
产业链发展和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航空航天产业链是长沙市重点主抓的22条新兴优势产
业链之一， 目前， 该市共有150家航空航天相关企事业单
位，规模以上企业30家，2017年实现产值超过250亿，同比
增长30%，初步形成了航空航天材料、电子信息系统、核心
分系统、整机制造、维修与运营服务以及北斗卫星导航应用
等六大产业集群。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借助国际电
动航空论坛这一世界级盛会平台， 对接国内外航空类知名
企业，寻找符合示范区产业导向的优质项目落地，抢占电动
航空产业的发展先机， 推动长沙乃至整个湖南临空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

国际电动航空论坛
“飞”入长沙县

广西巴马来长
推介养生游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欧阳倩 王文）
3日下午，广西巴马在长沙市举行旅游推
介会，现场与我省4家旅行社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

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位于广西
西北部，包含了10个县（区），是广西重
点打造的三大国际旅游目的地之一。该
地区有着世界级的岩溶地质， 天坑、溶
洞、地下河等景观奇幻多姿；有着大片少
数民族聚居区，巴马的巴根瑶寨、凤山的
梦娥瑶寨等还保留着原始民族村寨；同
时是红色旅游胜地。

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 以巴马盘阳河流域为核心的
长寿地域带，是一个山青、水秀、洞奇的养生
之地，居世界六大长寿乡之首。以往，旅行社
没有开通单独的巴马路线，游客只能在“桂
林—巴马—北海”线路中前往参观。即日起，
游客可直达巴马游玩。此次推介的“养生”旅
游路线，分为短期（7日游）、疗养半月游及
“候鸟人”养生居住游（1至3个月）。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阳童 陈凌云） 创新综合医疗卫
生保障措施， 提升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
能力， 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家庭综
合保障保险……近日， 茶陵县因在健康
扶贫工作中卓有成效，受到国家卫健委、
国务院扶贫办联合通报表彰。

茶陵县地处湘赣边界、 罗霄山脉西
麓， 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村68个，“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人口5641人。为

让群众“看得起病”“治得好病”，该县全
面实施“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
等一系列综合医疗卫生保障措施， 让贫
困人口享受多重就医保障。 去年1月开
始， 茶陵县为全县71251名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购买了“扶贫特惠保”贫困家庭综
合保障保险。同时，实施贫困人口“三个
一批”救治救助行动，即大病集中救治一
批、慢病签约服务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
批。今年上半年，该县对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住院进行补偿30651人次， 发放基本
医疗补助金额9140.2万元。

为方便群众看病，茶陵县通过整合资
金、争取项目，努力提升县乡村三级医疗
服务能力。实现“县级有一所达标的二级
医院、乡镇有一所达标的卫生院、村级有
一所达标的卫生室”的“三个一”目标，并
通过社会公益组织捐赠的价值1.28亿元医
疗设备，成为全国少有的乡镇卫生院全部
配齐DR(数字化直接成像系统)、彩超、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等“新三件”的县。
去年10月，茶陵县组织了10多个医疗团

队全面开展健康扶贫“送医送药送健康”活
动,深入全县所有行政村，持续开展现场诊疗
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知识宣传和健康
扶贫政策解读等， 提高群众自我防病能力，
有效防止“病根”变“穷根”。同时,大力推行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计划
生育奖励扶助对象，实行家庭医生免费签约
健康管理，目前签约率达100%。

健康扶贫“挖病根”茶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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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9月投入专项资金4000多万元，资助贫困学生18万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