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通讯员 刘文
奇 刘鹏 记者 杨军）今日，桃江县松木
塘镇天子山村贫困户严友来整理新居前
一块坡地，准备栽种果树。他说：“搭帮党
的好政策， 我在去年10月住进了新房，
现在种些果树，争取多创收！”像严友来
一样，去年桃江县有2627户危房户喜迁
新居。

去年， 桃江县扎实做好危房改造工
作。县住建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危房
改造申报条件、 申报程序及危房认定、建
设要求、 补助标准等制成政策明白卡，张
贴于各村公示栏，并印制5000多份宣传品
发放到危改申报户手中。为确保公开公平
公正，在危改中严格做到“三个必须”，即
村级必须组织村民进行公开评议，乡镇审
核必须组织人员实地调查、准确鉴定危房
等级，县级必须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补助
对象身份进行核准。灰山港镇万功塘村贫
困户高迎辉一家6口原来住的是土墙屋，
经三级审查后确定为危改户，于去年10月
搬进了新居。

桃江危房改造
做到“三个必须”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通讯员 曹
航 黄树兰 记者 颜石敦 ) 今日上午，
汝城县“民间河长” 何招秀提着塑料
袋、拿着火钳，与其他志愿者沿浙水河
进行巡河。

何招秀是一名个体户，2017年汝城
县实行“民间河长制”，她主动报名成为
一名“民间河长”。她希望通过巡河行动，

吸引更多的人来守护绿水青山。
汝城县有大小河流696条， 总长

1766.2公里，水资源总量22.8亿立方米。
近年来，为破解河流治理和保护难题，该
县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河长” 管理体
系。并充分发动群众，延伸“河长”治水触
角，从民间招募一批“党员河长”“企业河
长”“巾帼河长”等，形成“政府河长”与

“民间河长”相融相促的“双河长”管理模
式。 目前， 该县共有400余名“民间河
长”，他们当好河长制工作的“宣讲员”、
河湖日常管护的“巡河员”、水源保护的
“劝导员”、水环境治理的“监督员”、河湖
防洪保安的“守护员”。

昔日垃圾无人问， 如今河流有人
管。 居住在浙水河边的村民唐吉生说，
以前河面漂浮着各种各样的垃圾，臭气
熏天。现在好多了，垃圾没有了，河水清
澈了。

汝城“民间河长”巡河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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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李焱稠 王茜霆 鄢振辉）“青石
城墙锁不住你的画廊， 宣风楼上看不够
你的模样。 福地云山， 晨钟暮鼓送来吉
祥，楚南胜境，春夏秋冬琴声书香……”
春节前夕， 武冈市湾头桥镇综合服务平
台热闹非凡， 人头攒动， 一曲《千年武
冈》， 唱出了新生活， 唱出了文化自信。
2019年，武冈市推进春晚进农家大型演

艺活动《美丽乡村行》，把春晚办在群众
家门口，受到广泛好评。

今年，武冈市春晚一改20多年来的固
定舞台和固定模式，通过开展“一乡一行”
“三镇(湾头桥、邓元泰、邓家铺)一地(云山
露营基地)”“一村一品” 等系列下乡活动，
首次把舞台搬进村，把春晚办在百姓的家
门口。市里统一安排资金120万元，对每村
春晚进行补助奖励，各乡镇村民自发组织

节目，自筹资金，村民唱主角。春晚节目表
演形式多样，武冈丝弦、武冈傩戏、三句
半、石羊走马灯、花鼓戏、歌曲舞蹈等，既
守护传统，又展现新潮。武冈市广大群众
欣然走上自己的舞台“秀”起来，自编自
演、自娱自乐。目前，武冈市299个村举办
了春晚，惠及10万余名村民。

近年来，武冈市紧扣文化惠民、文化
乐民、文化育民的服务宗旨，立足本土文

化资源，让群众从观众变成演员，在载歌载
舞中过足“演员瘾”，既弘扬了浓厚的本土文
化，又留住了浓浓的乡愁。文化活动多姿多
彩，文化场所门庭若市，孕育了一个个靓丽
的基层群众文化品牌，如“中国楹联第一村”
的浪石古民居、中山堂和李明灏将军故居的
黄埔文化、红军桥等。在这一系列优秀基层
群众文化品牌的带动下，繁华的文化景象让
武冈绽放出灿烂的文化魅力。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欧阳倩 易韵婷 ）年味浓、秩序
好、景区热，今年春节长假，长沙实现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
收入持续增长： 共接待游客408.92万人次， 同比增长
10.06%，实现旅游收入38.44亿元，同比增长10.41%。全市
过夜游客人均花费1030元/人天，一日游游客人均花费865
元/人天。

长沙景区纷纷推出活动，实现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节
前， 中央电视台在长沙橘子洲头举办了大型的快闪活
动———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在2月10日播
出，向全国人民展现了长沙的风姿和市民精神面貌，让长沙
再次成为“网红”。洋湖湿地公园、梅溪湖公园、铜官窑古镇
等把传统元素舞龙、 花灯等融入活动中， 引得游客流连忘
返。岳麓山、橘子洲累计接待人数33万人次，刘少奇故里累
计接待人数9.89万人次， 大围山森林公园累计接待人数23
万人次。

祈福会、灯会、庙会、焰火，一场场民俗活动，组合出独
具民俗风情的长沙年味。火宫殿紧扣“庙会”主题，轮番上演
花鼓戏、傩戏、舞龙舞狮、各类杂耍，打糍粑、做蛋卷、剪窗花
等民俗活动。在长沙世界之窗，百余种经典小吃，近千件上
世纪80年代老物件，怀旧老市场搭档时光博物馆，带领游
客重温40年前的老长沙。

乡村游继续受“追捧”。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的特色
民宿、滑雪、温泉等，打造了节日旅游热点目的地。仅灰汤温
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在长假期间就实现游客4.8万人次，旅
游收入1135余万元。

春联传递新春祝福，传统花鼓戏、诗歌朗诵会、音乐晚会轮番上演

299个村举办了春晚,惠及10万余名村民

2月9日，长沙湘江东岸防洪综合改造工程项目（橘子洲大桥北侧段）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在搭建挡土墙。为确保在汛期来临前
完成涉水主体工程，该项目部200余名工作人员放弃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奋战在施工一线。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防洪工程施工忙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2月10日，由文

学作家怪味苏(笔名)发布的一则题为《一封无法寄出的感谢
信，两位暖遍朋友圈的“兵哥哥”》的文章风靡了张家界人的朋
友圈，随即也开启了对文中两位兵哥哥的“搜索”模式。

据当事人怪味苏介绍， 她计划2月9日下午搭乘K9066
次列车从张家界返回长沙， 不料正处于春运期间的张家界
火车站人头攒动。“背一个超级大包， 双手各提一大袋沉甸
甸的湘西腊味，根本无法抽出手来取票和进站安检。”在回
忆当时情况时，怪味苏直呼苦不堪言。正当她左右为难时，
在一旁执勤的一名年轻的武警战士立刻上前施以援手，迅
速帮她提起了行李，她这才得以空出手取票和进站安检。

“感恩我能得到一次帮助， 没想到还能得到第二次帮
助!”安检进站后，她拖着比本人还重的行李准备上车时，走
廊上一位执勤武警的慷慨帮助，让她心里的暖流再次上涌。

“希望他们得到表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为他们点赞。”
当事人怪味苏说， 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中发布这封感谢信
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为他们的善举点赞。

暖遍朋友圈的“兵哥哥”你在哪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见习记者 蒋
茜 通讯员 张兴国 陈斌)“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2月10日， 正月初
六，由永州市委宣传部、永州市广播电视
台、零陵区委、区政府共同打造，“永州快
闪”《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布，瞬间引爆
各大朋友圈。

正月初五，零陵古城张灯结彩、人流
如织，洋溢着浓浓的年味。随着《我和我
的祖国》的旋律响起，数十名合唱队员自
四面八方聚拢，情绪激昂地演唱《我和我
的祖国》， 近千名游客和市民被歌声吸
引，大家纷纷放缓脚步，主动加入到快闪
合唱队伍中来。 大家纵情歌唱我们伟大
的祖国，歌唱美好生活，嘹亮的歌声响彻
在古城的上空。

“永州快闪”
在零陵古城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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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10.06%

长沙文旅融合成果显著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戴鹏）
“以前回村过年时，都会看到路两旁堆着
建筑垃圾。但今年大变样了，一路过来很
清爽，村里也干净多了。”2月11日，从深
圳回乡过年的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卦石
村村民李玲对记者说。

据了解，从今年1月起，芦淞区在全
区35个村和涉农社区掀起“清洁风暴”，
对区内196平方公里农村面积进行全面
清洁。目前，已有3.1万余名党员干部和
村民参加“清洁风暴”，共清除垃圾200
余吨，清理山塘30多口、排水沟8000余
米。目前，该区各村及涉农社区已基本建
立乡村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和村庄清扫保
洁机制。此外，该区还建成乡镇污水处理
设施2座，并累计完成了2.37万户农户卫
生厕所改造工作。

芦淞区掀起
乡村“清洁风暴”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刘爱菊

“外婆，新年好，这是我重庆的爸爸
妈妈。”2月9日，27岁的骆勇文领着生身
父母和弟弟妹妹，风尘仆仆从重庆忠县，
驾车1000余公里，赶到养育他25年的蓝
山县楠市镇盘石村，给84岁的外婆刘满
嫦老人拜年。

看着自己亲手带大的外甥终于一家
团聚， 刘满嫦老人紧蹙的眉头终于舒展
开来。

从蓝山到重庆，骆勇文整整用了25
年才回家。

1993年11月， 广东惠州一建筑工
地， 来自蓝山县楠市镇环连村的农民工
骆秋兴由于不懂法，花了5000元从他人
手中买回一个不到两岁的小男孩， 取名
骆勇文。

2000年后，养父母骆秋兴、肖竹荣
相继患病而亡，骆勇文便由“外婆”刘满
嫦照顾。

同村的原蓝山县计生委干部骆秀
珍，心疼骆勇文孤苦无依，带他到蓝山县

妇联寻求社会援助。 时任蓝山县妇联主
席刘素萍及时发动蓝山县女企业家协会
为骆勇文捐款捐物， 送他到蓝山县职业
中专学习一技之长。 时任蓝山县妇联纪
检组长罗湘玲毛遂自荐担任骆勇文的临
时监护人。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小勇文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寻亲之路一波三折。骆勇文先后与6个
寻亲的家庭见面，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

“你的爸爸妈妈还等着你回家呢！”
罗湘玲经常播放央视寻亲节目《等着
我》，给骆勇文打气。

2015年开始， 骆勇文一边在外打
工，一边到多地公安局咨询寻亲，并向上
海有关部门提供了DNA基因采样。

“我是骆勇文的父亲……我们找儿
子找得好辛苦！”2018年9月11日， 罗湘
玲忽然接到重庆市忠县居民雷德周打来
的电话。

雷德周通过DNA大数据比对，和当
年蓝山县妇联在报社帮骆勇文寻亲的报
道，找到了罗湘玲。雷德周在《宝贝回家》
网站发布的25年前被拐儿子雷惊川的

照片，和小时候的骆勇文惊人相似。
骆勇文很可能就是雷惊川！罗湘玲

欣喜万分，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河南
郑州务工的骆勇文。

9月12日， 雷德周夫妇火速赶到郑
州与骆勇文见面，并做了亲子鉴定。

“爸爸！”9月23日，鉴定结果揭晓，
骆勇文颤抖着拨通了雷德周的电话，迫
不及待地呼唤那份血浓于水的骨肉亲
情。 雷德周与骆勇文的亲权指数达到
76.8万，远远高于参考值1万。

这一声呼唤， 雷德周日思夜想，盼
了25年。

今年春节，骆勇文第一次和自己的
生身父母一起过节。但他没忘记千里之
外含辛茹苦养他长大的外婆。

2月9日中午，骆勇文的外婆、三姨
母、四姨母、两个表哥和重庆的爸爸妈
妈、弟弟妹妹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地围
了一桌，庆祝骆勇文寻亲成功。

“这么多年，谢谢你们把孩子照顾
得这么好。”雷德周言语恳切，充满感激。

“勇文能找到父母，一家团聚，我们
就放心了。以后常回来看看，这里是你
永远的家。”四姨父陈文辉依依不舍。

大家举杯畅饮，欢笑声传得很远。

25载寻亲喜团圆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汪令维 周磊）“咿呀呀！”一
亮嗓，一吆喝，时而柔和婉转，时而声泪
俱下。2月10日，“幸福湘阴， 好戏连台”
2019湘阴县首届花鼓戏优秀剧目惠民
展演活动在湘阴剧院开幕， 首场传统花
鼓戏《鹊桥拜母》获得现场500余名观众
满堂喝彩。据介绍,此次展演共有9场演
出，每日一场直至元宵前夕，门票免费，
让湘阴人民热热闹闹过大年；今年春节，
该县还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
走近群众，开展送春联、送晚会等活动，

丰富了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
摆桌子，铺红纸，匀好墨。1月17日，来

自省、市、县书法家协会的30余位书法家走
进湘阴县杨林寨乡太合围村， 现场挥毫泼
墨，写下一副副春联，为当地村民送上暖暖
的新春祝福。“书法家们亲笔写、 免费送的
春联更加喜庆、传统，这才是过年的味道！”
村民汪大娘领到一副春联后开心地说。

“湘阴是个万窑窝， 未有湘阴先有
窑。”湘阴唐代属岳州辖地，所以湘阴窑在
唐代被称为岳州窑。1月26日晚，湘阴县作
家协会新春联欢晚会现场，岳州窑制作技

艺与中华茶艺表演从历史中缓缓走来，手
随泥走，泥随手变，让观众耳目一新，徜徉
在绚丽多彩的岳州窑文化和茶香之中。

连日来，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会、激
情四溢的音乐晚会、 别具一格的少儿春
晚在湘阴剧院轮番上演。1月23日，“明
天，你好”2019湘阴县少儿春晚开幕，伴
随着歌舞， 观众徜徉在童话般的世界。1
月26日，“卓越2019，为梦想助力”少儿
艺术节倾情上演。一台台文化“好戏”，唱
响一曲曲高亢的“中国梦”，让老百姓在
“年味”中感恩美满幸福的生活。

2月9日， 记者来到该县洋沙湖国际旅
游度假区灯展现场，红红火火，热闹非凡。
银河般的光影隧道璀璨炫目， 梦幻的星空
近在咫尺，各色湖湘美食小吃、特色的小玩
意让游客目不暇接。据悉，灯展将持续到2
月21日，为春节添上一抹光鲜亮丽的颜色。

湘阴 让群众过上文化年

武冈 把春晚办在家门口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李治）“营商环境好，三一
集团业绩全面增长。我们打造三一云谷智造创新旗舰项目，
旨在深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创业升级。”三一集团副
总裁钟卫华说。今天，春节长假后开工第一天，三一云谷等
一大批优质项目在长沙县、长沙经开区成功签约。

本次签约的项目将分别落户长沙经开区、 长沙临空经
济示范区、长沙黄花综保区等园区平台和长沙县黄兴镇、青
山铺镇等乡镇。三一云谷项目拟建设多层标准厂房、新型研
发办公楼及配套设施，产业定位为智能制造、工业设计、工
业机器人、实验检测、智能传感、众创孵化等智能化、数字化
产业及相关配套服务业， 项目达产当年税收总额将不低于
6000万元。

长沙县去年取消行政许可6项、行政职权1项，取消各类
证明材料140项。构建了“五办”审批服务体系，梳理实施“最
多跑一次”政务服务事项997项，全县81%的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只进一扇门”，346项政务服务事项即来即办，288项政
务服务事项镇街就近办，综保区办事区内就能办好，全县涉
企行政审批及服务事项办理的总时限， 已缩短至法定时限
的57.4%� ，“2430”工程打造了全省最快的审批速度。长沙
经开区为企业提供免费全程代（帮）办、免费政务快递、容缺
受理等服务，141项政务服务实现“最多跑一次”，比例高达
98.6%，位列全省园区第一。2018年，长沙县、长沙经开区市
场主体总数突破11.5万个, 平均每天有65户市场主体产生。
2019年，长沙县、长沙经开区将持续简政放权，实现“减行政
审批事项、减审批环节、减审批时限、减审批费用”，证明材
料再精简30%以上。全面推行“证照分离”改革，实现市场主
体“一照一码走天下”。

长沙县按下优化营商环境加速键

开工首日大批优质项目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