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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23C.¶·¸¹º»¼

½ !"# ¾
./2!¿Àv
./34!$%&'()*&#"$+#

! ! ! !56789:;'(<*
./=1!123C.¶ÁÂ¹Ã2Ä

½ & ¾ÅÆÇÈÉÊ
./2!ËÀv
./34!$%&,()*,"+)-$

. . . . >!!"#$%&'()*+,-./
01 !"#$ 2 % 3 !& 4 ! 567801
!&#$ 2 #! 3 !' 4! 9:;<=>;?@
6ABCD$%EFGH"IJK-LM
+NO"=>NO"PQRSTUV;WX
YGZ[\]^#

?@ AB2 CD2 EF"G# HI
"JKI$LI$MK%G& NOPQ'G&

, ÌÍÎÏÐÑ)*+, ÌÍ¶ÌÍÊ¹ÒÓ�½ÔÕÖ×/�xÌÍÊ¹ÔÕØÙÚÛÜÝZ0�ÌÍ¶ÎÏÖ×)*+,�Þßdàá "1"&21222322. +4'12&'3%". 2322.
# âã¶äÓåæçèÑé)*+, âã¶äÓåæçèÑé)*+,dêåædëìí #)12221222322. '1+"&1+''3''. 2322.
& 12îïðñòó)*+, 12îïðñòó)*+,dôõîö÷øzù)*+,dúûüdýÍþ "1""%1+2&32). '1-'*1")*3"2. 2322.
- ôõÎÿò!zù)*", ôõÎÿò!zù)*",dË#$dÚ%� '#1"+%1'*2322. '1+%#12'"3&#. '2%1')2322.
* C.¶ô&'òzù)*(, C.¶ô&'òzù)*),d*+�d,-.d/ÿ '#1-%)1+)232*. '1%-21'*#3%&. '2%1%%2322.
+ 12012345)*", 67ödË8íd9:;d<=>dC.¶?Ã¹@ABÎÆCDE *1-221222322. '1'*#1**-3##. +21&**322.
% 12+ñòFGH)*", 12+ñIJ5)*(,dKLÚdMNOdKáPdàQ ''1%-&1"-&3%%. '1"2'1%*"3'+. '2'1%'&322.
) RSTUV5)*®¯(, WNXd*åYdWìZdêV[ ')1)221222322. #1*"#1"&'32). 2322.
" \]v^z_)*", \]v^z_)*",d`adbcd12d»z_òó'()*), )1""*1*2"3-#. +*&1&"'3)-. )#1"#2322.
'2 12xeÐÑ)*), fg�dhi\djkldjðmdnop +1)221222322. '1)%21&-'3-+. %21)#)322.
'' C.ãÆqr)*), stduödévÎd123wxoÆGHyz)*), %1--"1"-#3#%. &')1*--3)). 2322.
'# 12{|}~u�)*), ë�d�gUd����»&����C��]�o¤�id��edë �d��Îdbá�d�Y�dh�d�Y "1+*&1***3'-. &1%&'1-*"3"". '2*1#2'322.
'& C.��IJ5�u)*), C.��IJ5�u)*),dC.����DÑé)*),d�2�d���d�{  -2212221222322. '21#%21*+&3"2. #1'#"1222322.
'- 122�45)*(, 12¡¢IJ5�u)*),dC.��IJ5�u)*),dàX£d¤¥¦dà§dýÍ¨d���d�2� '&1")*1)*%3*'. %%#1*+"3"*. '')1+'%322.

¤© **+1#2#1#-'3#-. &21-2+1"'%3&&. #1))&1*)-322.

!"#$%&'(
! ! ! !!"#$%&'()*+,-./01$2345
6789:;<=>?'(@ABCDEFGHIJ/
'(KL01$234567/ MN9O "#$%& 8PQ
RSTEUV CWXYZ[\6]^_"1$%&'(
` '())*+,,-(./01%--0*2(3/./%045%-/6a"1$Eb
cdef`7())*+,,0089%-(./01:%045%-/6V

!"#$%&'()*+,
!"#$ - ! . # /

湖南日报2月2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维 ）
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齐白石、谭嗣同、黄兴、
蔡锷……2月2日， 近百年湖南学风名人名家书画作品展
在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展。

“展览的名字源自于钱基博的著作《近百年湖南学
风》。”谭国斌告诉记者，他收藏湖南名人名家的书画已有
近20年， 本次展览展出了28位湖南名人名家的50余件
（组）书画作品。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论述了辛
亥革命以前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变迁，通过例举魏源、曾
国藩等代表性人物，彰显湖南学人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
不磨之志节。该书原稿也在本次展览中展出。

“字画好不好，不仅在于技巧。这个展览中的字画件
件都好。越是学问高的人，作品越有味道，让人一看心生
敬仰。 你看王夫之的作品， 一张纸密密麻麻写了许多小
字。不像现在有些人，字写得很大，考虑的是经济效益，不
是书法本身。”画家杨福音说，本次展览是送给湖南人的
一份春节精神厚礼。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30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近百年湖南学风名人名家
书画作品展开展

湖南日报2月2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黄卫红 刘姣丽 ）今天，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湖南省公安厅
禁毒总队原总队长唐国栋受贿、 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一案， 以受贿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万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
元； 对其受贿所得财物和不能说明来
源的财产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
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7年，
被告人唐国栋利用担任郴州市公安局党
委书记、局长，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湖

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等职务
便利，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项目、案
件处理、职务提拔、工作调整等事项上谋
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妻子、下属等人
非法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或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伙同
他人收受回扣，共计折合人民币
669万余元、 港币50万元、 美元
0.26万元。此外，唐国栋家庭财产
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对共
计折合人民币941万余元的财产
不能说明来源或者说明来源后
查证不属实。

永州中院认为， 被告人唐
国栋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应依法数罪并罚。鉴于
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认罪悔
罪，积极退赃，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遂作出上述判决。

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原总队长唐国栋一审获刑12年

湖南日报2月2日讯 （记者 于振
宇 ） 湖南省原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
总经济师孙敏（正厅级） 涉嫌受贿罪
一案 ， 由湖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
结 ，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月 31
日，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
贿罪对孙敏决定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邓

大渊（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湖南
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1月31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邓大渊决定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
功敏（副厅级）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一
案， 由湖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1月31日， 湖南

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贪污罪、受
贿罪对张功敏决定逮捕。 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长沙市天心区委原副书记、 区长谢
进涉嫌受贿罪一案， 由湖南省监察委员
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近
日，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
罪对谢进决定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省检察院依法对孙敏等4人决定逮捕

湖南日报2月2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今天，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通报了2018年以来农村交通安
全“集中攻坚”专项行动及整治城市交通秩序“集中攻坚”
专项行动推进情况。

去年9月1日，省道安委出台“六个严禁”措施（严禁酒
驾、醉驾、毒驾违法行为，严禁非法载人，严禁非法营运，
严禁违规拖拉机上路行驶，严禁无牌、报废机动车上路行
驶，严禁驾乘摩托车不戴头盔上路行驶），组织开展农村
交通安全“集中攻坚”专项行动。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农村
共查处酒驾、醉驾、毒驾违法行为8368起，非法载人39385
起，驾乘摩托车不戴头盔83690起，违规拖拉机上路行驶
14937起，无牌、报废车上路行驶26818起，非法营运1673
起。

去年9月21日，省公安厅在全省部署开展整治城市
交通秩序“集中攻坚”专项行动。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城
市共查处酒驾、醉驾、毒驾违法行为7235起，工程运输
车、公交车、出租车交通违法36113起，乱停车、乱变道、
乱插队交通违法15389起，无牌、假牌、套牌交通违法
17681起，不礼让斑马线2079起，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
法18961起。通过专项行动，有效提升了城市交通治理
能力，创造了安全、有序、畅通、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
环境。

创造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公安交警推进城乡

“集中攻坚”专项行动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何云雄

小年过后，江永县乡村更加热闹，由
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迎春晚会一场接
一场地举行，舞蹈、小品、瑶歌等节目精
彩纷呈。到腊月廿八，全县农村已经举办
这样的文化节目100余场。

“土味”十足，留得住乡愁

当地人把自己的迎春晚会称为“村
晚”。“村晚”“土味”十足，坐歌堂、哭嫁
歌、耍龙舞狮、廉孝故事、民俗婚俗等传
统元素琳琅满目，争奇斗艳。

江永上甘棠村有1000多年历史，村
民以周氏族人为主。据周氏族谱记载，该
村历代出过节度使、尚书、宣政大夫等人
物100余人，几乎个个廉洁奉公、勤政爱
民。该村月坡亭的摩崖石刻，有文天祥题
词“忠孝廉节”4个大字，昭示着周氏族人
为人处世之道。 全县各村的节目重点讲
述这个故事，让人受到为官、做人的道德
洗礼。

江永为瑶族聚居之地， 有独特的勾

蓝瑶女“勾郎配”民俗。勾蓝瑶有一句俚
语“好女不出石墙门”，意即好女不嫁出
勾蓝瑶，多是招郎(入赘)成亲，自古以来
不少人把“勾蓝瑶”误称为“勾郎瑶”。勾
蓝瑶寨很早流传“四个蛋子定终身”的传
说， 说是只要女方家收下了青年男子送
上的4个鸡蛋， 便表示同意这门亲事，小
伙子可以在女家留宿， 直到生子之后完
婚。 该县上江圩镇甘益村等举办的“村
晚”上，把这些民俗编进了节目，台上台
下互动，舞台效果极佳。

当地村民和来这里旅游的外地客人
被独特的民俗节目吸引，掌声、喝彩声不
绝于耳，不少人观后表示：“‘村晚’虽然

‘土味’十足，但接地气，留得住乡愁。”

“村晚”有风骨，传播正能量

江永“村晚”不仅乐了人心，还传播
好民风、 好家风， 让人得到满满的正能
量。

上江圩镇河渊村“村晚”，请来了79
岁的女书传人何艳新。 她现场书写12个
女书文字“去陋习、树新风，扬家训、传家

风”，因为村民大都不识“女书”，于是何
艳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出嫁后要对两
边的长辈一视同仁，不能偏心。只要一家
人和和气气，喝口凉水也是甜的……”

何艳新还以“女歌”形式演唱《颂党
恩》，感谢党的惠民政策让全村贫困户整
体脱贫，赢得现场一片欢呼声。晚会临时
增加了一个节目《洗脚》，四对外出打工
回家过年的年轻夫妇，端着洗脚水，搀扶
着自己年迈的母亲上台， 儿媳帮婆婆洗
脚，儿子为母亲捶背，晚会现场1000多人
受到感染。

源口瑶族乡源口社区“村晚” 有独
唱、小品、舞蹈、乐器表演等节目，宣传党
的十九大精神，讴歌精准扶贫政策，还把
本社区党的十九大代表田满姣的故事写
成小品， 把本乡小学教师、“全国三八红
旗手”万珊的善举编成节目，广为传颂。

每个村的“村晚”各有特色，但都少
不了表彰“文明户、好婆婆、好媳妇、带头
致富村民”这档节目。情景歌舞《好人就
在身边》，讲述了江永“湖南好人”田万载
自筹资金创办清溪瑶博物馆， 传承瑶族
文化的感人故事， 观众受到好人精神感

染的同时，还领略到璀璨的瑶族文化。

建立机制，走稳走远走心

记者了解到，江永“村晚”过去仅在
个别村办过， 近年来慢慢在全县兴盛起
来，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得益于党委政府
因势利导、大力扶持。

2016年以来，江永县重视并支持“村
晚”活动，县宣传文化等部门、各乡镇参
与其中，把这项活动当成乡村振兴、文化
惠民的重大举措，一起参与策划、编排节
目，把健康向上的民间习俗搬上舞台，把
评选表彰“好婆婆、好儿媳、好儿女、文明
户、五好家庭、带头致富村民”等内容当
成晚会的主题，不少扶贫队员、乡镇干部
还成为了晚会的主持人、表演者。这样，

“村晚”避免了内容低俗、表演无骨，能够
走稳走远走心。

江永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健林表
示，江永“村晚”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当下好民风好家风， 是一个民办民
乐民享的好平台， 将下更大力气把各村

“村晚”办得更活更好。

湖南日报2月2日讯 （通讯员 熊婷婷
记者 李国斌）1月30日， 全国司法行政系
统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 长沙市雨花亭司
法所所长、 湖南省人民调解专家库专家李
娜获得“全国模范司法所长”荣誉称号，并
被司法部聘请为“全国人民调解专家”。

李娜参加工作22年来，始终扎根基层。
在矛盾纠纷调解中， 她摸索出“沟通—冷
静—交流”三步调解方法，成功调解社会矛
盾纠纷3800多件， 预防民事转刑事案件
260多件，平息群体性事件580余起。

她多年来专注基层司法所建设， 将雨
花亭司法所打造成功能全面的“一站式”法
律服务站， 积极在社区建设规范高效的公
共法律服务点， 并把法律服务送进群众家
中， 带领雨花亭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320场次， 为1000余名困难居民
提供法律帮助。

关心帮扶社区服刑人员， 在矫正其犯
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同时， 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问题和困难。 雨花亭街道辖区内120
名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到位，152名社区矫
正人员迷途知返，无一人重新犯罪。

“村晚”风行江永瑶乡

李娜荣获
“全国模范司法所长”

湖南日报2月2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
员 周益民）近日，株洲市举行2018年度社
会组织等级评估授牌总结会，会上发布《株
洲市2018年度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结果公
告》，9家社会组织获评3A级以上等级，这
是该市首批社会组织获评3A级以上等级。

目前， 株洲市共有社会组织2671家，
其中社会团体1134家， 民办非企业单位
1532家，基金会5家。这些不同性质的社会
组织在株洲市各个领域发挥着自己特定的
作用，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但这些
社会组织也存在组织力量薄弱、管理落后、
社会认知度低等诸多问题。 为了推动社会
组织建设更加标准、规范，株洲市民政局启
动社会组织评估工作， 引进第三方评估机
构，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评定出9家3A级
以上社会组织， 其中5A级社会组织2家，
4A级社会组织4家，3A级社会组织3家。

同时， 株洲市民政局还加强社会组织
监督检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
三方机构对35个市级社会组织就内部治
理、制度建设、财务规范、项目运作以及重
大事项决策等方面开展专项抽查， 并对发
现问题进行交办。

株洲首批3A级以上
社会组织授牌

2月2日， 浏阳市张
坊镇上洪村道官冲组，
游客在参观古法造纸工
艺。 当地竹纸在清乾隆
年间被朝廷纳用，有“贡
纸”之称。2016年，“浏阳
手工造纸制作技艺”被
列为长沙市非遗项目。
去年以来， 湖南文化志
愿者通过走访、宣传，让
当地24名村民回乡重拾
造纸手艺， 实现了非遗
文化在“活态”中保护与
传承。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传承
古法造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