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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张咪 谢春利
龙磊）3月19日，2019年公共文化产品供
给侧改革现场经验交流会在上海举行，
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目）名单正式发布，株洲被授牌为“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成为湖南
省本批授牌的唯一城市。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目）是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
施的一项重大文化惠民工程， 其目的是深

化改革创新， 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典型经
验， 示范带动全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 2015年7月，株洲市入选第三批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名单， 成为
我省唯一入选该批次示范区的城市。

为此， 株洲市高度重视， 多方筹集资
金，先后投入20多亿元，在建好文化馆、图
书馆、博物馆以及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等
“三馆一站”服务阵地的基础上，继续加强村
级综合文化中心建设，并向村民小组延伸，

初步建成“24小时智能图书馆”等家门口的
公共文化服务圈，创新上线“韵动株洲文体
云平台”，利用“互联网+文化”打通了公共
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与此同时， 该市各级文化部门还倾
力推出“社区大舞台·想乐你就来”“文化
大赶集”“罗霄放歌” 等特色文化活动品
牌，形成了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化、供给
多元化、城乡一体化、服务普惠化、活动
品牌化”的格局，实现了“县市区有馆、乡

镇有站、村村有书屋”的目标，使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3年多深耕，终获得硕果。 目前，株洲
市民不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贵不
贵”的公共文化服务，而且株洲的文艺创
作也精品频出， 由该市戏剧中心创作的
《英·雄》 已作为我省唯一的剧目入选第
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今年1月，在全国第
三批30个创建城市排名中， 株洲市的成
绩位列前茅。

� � � �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文丽贵 文兰）3
月12日， 南岳区数百名志愿者参与植树
复绿活动。 和风煦日中，新植的120余亩
葱茏小树展开动人身姿，令“寿岳”更显
婀娜秀美之态。

近年来，为进一步提高旅游服务质
量， 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南
岳区建立健全景区志愿服务机制，打造
志愿服务新“名片”。 该区通过设置义务

咨询台、志愿服务队、示范岗、责任区、
先锋号等5种服务岗位， 实现志愿服务
全域覆盖。 目前，该区有3600余名党员
投身志愿服务旅游第一线，并带动1000
名左右的群众加入其中。 南岳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谭科晖说，如今，4600余
名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成为南岳景区
一道新的靓丽风景线，每当各大活动和
重大节假日，他们就在南岳街头巷尾提
供安全保畅、文明劝导、行路指导、信息

咨询等服务。
该区从“点”“线”“面”三方面提质志

愿服务水平。“点”上提质，即丰富志愿服
务内容，用一面党旗、一枚党徽来亮明身
份，以一个医药箱、一杯纯净水、一声问
候语来彰显“有温度”的服务。“线”上串
联， 即将游客服务中心与11个核心景区
的交通线路， 打造成为党员志愿服务的
红色走廊。“面”上扩张，即在南岳区建成
1个志愿者调度中心、9个固定志愿服务

站、6个机动式志愿服务点的大网格，覆
盖南岳区所有重要景点和人流密集区
域。

同时，该区出台党员志愿服务规范，
制定服务质量考核评价标准， 促使南岳
景区服务软实力得到明显提升。 今年春
节， 有43.82万名游客在南岳景区辞旧迎
新,为确保绝对安全，南岳区党员干部驻
扎一线，通宵达旦履职尽责，全区没有发
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和旅游投诉事件。

长沙首届“我最喜欢的
民间发明与制作评选”揭晓
11件“心灵手巧”作品摘得一等奖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李文耀 胡宇芬）发明
爱好者与能工巧匠同场角逐、初出茅庐的“小清新”和国
际发明大赛中斩金夺银的“老江湖”同台竞技，最终谁更
胜一筹？ 3月18日，长沙市首届“我最喜欢的民间发明与
制作公众评选及展示活动”降下帷幕，一批发明作品、制
作作品获奖，2人荣获“伯乐奖”。

由长沙市科技新闻学会主办的此次活动， 历时5个
多月，共收到长沙市37所中小学和3所职业学校和社会
人士的参赛作品110项， 其中104件发明作品、6件制作
作品。 经过现场展示、网上初评、现场复评和终评等环
节，“笼式莲子开边机”“轮胎安全监控防护带”“智能煤
气灶”“连动互换防护窗”“民间陶艺茶壶”等11件作品获
得一等奖。

因为开窗而导致的儿童坠楼事件多发，沙湖桥小学
学生张荣景动了心思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查阅了一些资
料，并请教老师后，发明了“连动互换防护窗”，能同时解
决安全防护和空气流通两大问题。 当窗户向上推开时，
利用滑轮的作用，防护窗依靠自身重量向下关闭，从而
达到安全防护的效果。

参赛者中，年龄最小的不到9岁，是长沙市雨花区泰
禹小学三年级学生何思远。她发明的“好客啪啪扣拖鞋”
荣获三等奖。 最年长的参赛者是75岁的李於斌先生，来
自芙蓉区向韶社区，他发明的作品为“地震报警仪”，获
得优秀奖。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邱敏

“老师，两颊是什么意思?”3月12日14
时30分许， 在常德市第一中医院住院部
六楼的骨伤科病房，武陵区三岔路小学三
年级79班的学生谌礼泽， 拿着语文课本
疑惑地问《麻雀》一文的生词释义。

“脸的两侧，从眼到下颌的部分。 ”班
主任老师郭芳耐心地解释说。这是郭芳老
师第三次来病房给谌礼泽补课。谌礼泽右
腿绑着石膏，不能动弹，仍然手捧课本学
得特认真。

谌礼泽今年9岁，益阳安化人，父母来
常德务工多年，一家人租住在学校附近。2
月23日傍晚，谌礼泽在家门口玩耍，不慎
被一辆小车轧伤， 造成右脚脚踝骨折，至
少要3个多月后才能上学。

“儿子受伤住院，耽误3个多月课程，我
又没有文化辅导不了， 想给他办理休学留
级。 ”医生诊断后，谌礼泽的妈妈蒋秋桃既
担心儿子的伤势，又怕耽误儿子，连夜给学
校校长胡容打电话。 细心的胡容听到她语

带哽咽，连忙安慰说：“你不急，先让孩子好
好治疗，课程的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 ”

放下电话， 胡容便盘算着怎么帮孩
子。 她知道，三岔路小学648个学生中，有
400来个孩子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一来
家庭不宽裕， 二来多数家长文化程度不
高。孩子一旦落课，课业辅导便成了难题。
第二天一早，她找到班主任郭芳、数学老
师汪慧和英语老师詹艳波商量办法，几位
老师异口同声：如果孩子因为三四个月而
耽误一年，划不来。 79班38个学生一个都
不能少，老师们可轮流为孩子补课。

“遇上这么好的校长和老师，我的孩
子真幸运!” 蒋秋桃得知学校老师送教上
门，高兴得掩面而泣。 谌礼泽听说他不用
离开熟悉的伙伴留级， 在病床上欢呼，急
切地问妈妈：“老师啥时候才能来啊!”

考虑到谌礼泽的治疗情况，胡容主张
以治疗康复为先，学习辅导居次，计划出
院后送教上门。可母子俩天天盼着老师们
来，喜欢踢足球的谌礼泽聪明好动 ,有些
躺不住。 考虑再三,胡容调整了送教方案。

谌礼泽伤势稳定后，3位老师开始轮流到
病房送教。

2月27日开始，3名老师轮流到病房
送教，把“课堂”搬到了病房里。 每个老师
一周抽一到两个半天，每次3个课时，现在
已补了18个课时。 住院20天来，谌礼泽最
开心的时候，就是老师来给他补课。 每次
老师来之前，他都提前准备课本、预习。

“多亏老师们上门补课，只是太辛苦
老师了，我心里过意不去。下周儿子出院，
我就背他上学，让他快点回到课堂。”课间
休息时，蒋秋桃抹着眼泪说。 郭芳见她这
般焦急，连忙劝说：“眼下最重要的是孩子
的腿能恢复好，不让他留下后遗症。 你放
心，出院后老师会继续送教上门，不会让
他掉队。”蒋秋桃吃下“定心丸”，转头对儿
子说：“儿呀，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才对得
起这些好老师啊!”

一个下午很快过去了，谌礼泽跟着郭
芳学习了《麻雀》《我愿你是我女儿》和《心
中那盏灯》3篇新课，赶上了班里的语文进
度。 胡容和郭芳临走时，谌礼泽像个小大
人， 对她们说：“我一定好好补上落下的
课，我可不想掉队。 我还要和足球队的小
伙伴一起踢比赛，和同学们一起学习!”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马翔 通讯员 肖展发

“春芳姐，早餐做好了，趁热吃。”3月5
日，天刚蒙蒙亮，在双峰县杏子铺镇城中
村，54岁的曹立冬早已在厨房忙开了。 架
锅烧水， 洗菜做饭……一切准备妥当后，
她将唐春芳轻轻扶起，将稀饭一勺一勺喂
到她的口中。

曹立冬义务照顾残疾邻居唐春芳，至
今已11年。 2008年，因老伴不幸去世，患
有先天性残疾的唐春芳不得不一人独居。

眼看唐春芳没有人照料，曹立冬十分
着急。“我们是邻居也是好姐妹，能帮上忙
就要帮。”曹立冬没有犹豫，主动照顾起唐
春芳来。

身有残疾的唐春芳腿脚不便，无法下

床。每天清晨，曹立冬起床第一件事，就是
到唐春芳家“报到”，查看她的情况，接着
便是炒菜做饭、洗衣扫地、喂食擦身……
一天下来，曹立冬忙成了“陀螺”，可她却
从未间断。

夏天热，为防止流汗长疮，曹立冬每
天帮唐春芳擦身3次， 还要把换下的衣物
洗得干干净净；冬天冷，曹立冬白天背着
她晒太阳，替老人反复按摩全身以促进血
液循环，晚上等被褥焐热，看着她入睡才
安心离开。

11年来， 在曹立冬的精心照料下，唐
春芳脸色红润了，生病的次数少了，身体
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 然而，曹立冬自己
却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为了坚持照顾唐
春芳， 曹立冬一直拖着没去医院。 直到

2012年，她的病情加重，才在家人的多次
劝说下住进了医院。

病床上，曹立冬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唐
春芳。 她反复叮嘱儿子儿媳，要细心照顾
好唐春芳。

曹立冬对残疾人唐春芳的关爱，深深
感染了家人，他们也把唐春芳当亲人一样
对待：曹立冬去医院看病，丈夫就搭把手
看护唐春芳；两口子外出时，儿媳就顶上
来照顾；老人房子漏水了，儿子迅速赶来
维修。

11年的默默付出， 曹立冬成了村里
人口中的“曹雷锋”。“她当过村计生协会
副会长，帮全村搞过义务卫生，调解过各
种纠纷矛盾。现在，她还闲不下来，全心全
意照顾邻居。 ”村民成诗冬告诉记者。

“趁现在身体还吃得消，能做一些是
一些。”曹立冬说，“邻居有难，哪有不管的
道理！ ”

民生财政支出超75%以上

零陵区民生财政惠泽百姓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铁勇

杨万里)“村组都修通了水泥路， 公交车开到家门口，自
来水送到了家里，图书室、卫生室建到了村里。区政府财
政出钱为我们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实事。 ”3月19日，
永州市零陵区水口山镇农民杨利文见到记者时说。

零陵区财政统计数据显示， 该区连续4年民生财政
支岀超过75%以上。 2018年，该区釆取“政府财政买单、
部门上阵导演、基层登台唱戏”的办法，财政支岀民生事
业资金20亿元，占财政总支岀的80%多。 新增学位1.9万
个、新增床位520多个、新增车位2000余个，新修、加宽
农村通村通组公路320多公里，解决了9.4万农民饮水安
全和自来水入户问题，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生活污
水处理率、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改造率分别达到95%、
90%和85%。

该区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和现场授课等形式，免费
培训各类就业人员1.55万人。 98%以上的农村五保老人
按标准实行了集中供养。 与此同时，在城区关闭整治污
染企业7家，新建公园4个，美化小游园17个，城市绿化、
美化、亮化、净化率分别达53%、70%、96%、98%，居民幸
福指数领跑全市。

由线下转到
线上施工
张吉怀铁路全线

首榀预制箱梁成功浇筑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员 方太平 周永）3月17日， 随着
张吉怀铁路全线首榀预制箱梁在中铁
四局张吉怀铁路永定制梁场成功浇筑，
张吉怀铁路项目预制箱梁由此正式进
入试生产阶段。

永定制梁场占地面积94亩， 位于
张家界市永定区枫香岗街道，承担着张
吉怀铁路二标129孔、 三标92孔共计
221孔双线简支箱梁预制、架设任务。

据制梁场负责人介绍， 经过钢筋加
工、钢筋绑扎、钢筋笼吊装入模、内模拖入、
混凝土浇筑、养生等12道工序，经过70多
名工人用30天左右时间来精心“伺候”，一
榀重达近千吨的预制箱梁才能正式产生。

首榀箱梁施工，标志着张吉怀铁路
工程（张家界段）由线下转到线上施工，
也标志着张吉怀铁路永定制梁场作为
全线预制箱梁的标准化厂房建设全面
完成，为张吉怀铁路全线建设提速奠定
坚实基础。 张吉怀铁路自张家界西站
引出，线路全长247.48公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工程造价约390亿元，预计将
于2021年6月建成。

芷江“双贴一提”

听民声 察民情 解民困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田鸿 )

“低保、养老保险金每月到位吗?结对干部每月上门走访
没?”连日来，芷江侗族自治县100余名县、乡纪检监察干
部深入村寨和贫困群众家中开展“双贴一提”活动，听民
声、察民情、解民困。

变“坐等群众上访”为“主动下访群众”，该县纪委坚
持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开展以“贴
近基层，纪检干部走下去；贴近百姓，信访举报降下来；
提高纪检监察机关公信力”为内容的“双贴一提”活动，
纪检监察干部下到18个乡镇218个村寨， 入户走访、定
点接访、定期回访、带案下访。 并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
将全县乡镇划分为6个片区，由副书记、常委和各内设部
室、派驻纪检组按片区分别联系一个问题突出、反映集
中的贫困村作为网格责任区，提级办案、交叉办案、一体
化办案。 对于零办案、群众满意度不高的片区，实行约
谈、问责。 今年来截至目前，全县扶贫领域已立案25件。

县纪委派驻农业局纪检组了解到，原杨公庙乡红光村
擅自变更2013年产业奖补资金分配方式， 立即展开了调
查，18户烤烟种植户拿回属于自己的产业奖补资金， 原红
光村相关村干部受到相应党纪处分。 据统计，去年该县扶
贫领域共立案116件， 党纪政务处分113人， 组织处理418
人，上缴财政资金622.97万元，退还群众资金81.36万元。

变“一锅通吃”
为“对症配方”

岳阳分类警示教育“药到病除”

湖南日报3月19日讯 （记者 徐典
波）针对平江县童市镇永响村集体虚报
套取危房改造补贴资金案，平江县纪委
监委按分类警示教育要求部署，各乡镇
陆续把通报会开到群众家门口。伍市镇
叶石坪村党支部原副书记胡智忠听了通
报会后，主动带着检讨书交代问题，如数
归还非法侵占的2.39万元资金。 3月中旬，
岳阳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介绍：“推行

‘分灶吃饭’式分类警示教育以来，岳阳共
有90人次主动到纪检监察机关交代问
题，接受从轻或减轻处理。 ”

一直以来， 党风廉政警示教育中存
在“一锅菜招待百家客”的问题，往往影响
教育效果。 近年来，岳阳市纪委监委根据
不同职位、岗位以及层级，分层次分类别
分时段，率先创新开展“分灶吃饭”式警示
教育。 在开展集中警示教育时，哪一个系
统发生的案件就在哪一个系统开展警示
教育。 在公开案件通报时，哪一级发生的
案子就集中通报到哪一级。 在开展庭审
教育时，哪一类岗位上发生的案件，就让
哪一类岗位人员接受教育。

在警示教育实施过程中， 岳阳市各
级各部门坚持变“一锅通吃”为“对症配
方”。针对财政系统的岗位特点，岳阳县组
织财务干部旁听筻口镇报账员方某职务
犯罪案的公开庭审； 针对砂石管理单位
的特点， 湘阴县组织涉砂管理单位干部
集中旁听了河道采砂综合执法局干部胡
浩职务犯罪公开庭审活动， 让同一岗位
的“未病者”吸取“已病者”的教训。

去年以来，该市共开展“分灶吃饭”
式警示教育180余场次，增强了针对性
和实效性，起到了“药到病除”的效果。

硬件软件并举 城乡共同繁荣

株洲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点”“线”“面”三方提质，软实力全面提升

南岳区打造志愿服务新“名片”

曹立冬：给卧床邻居带来春天

“79班的学生一个不能少”

日间照料
助力居家养老

3月18日， 长沙市芙
蓉区东湖街道韶光社区
日间照料中心， 志愿者
在帮助老年人进行康复
锻炼。 当天， 由芙蓉区
投入190万元建成的“睦
邻健康养老” 日间照料
中心启用。 该中心集照
料、 护理于一体， 提供
用餐、 护理、 陪伴、 休
闲、 学习等服务， 成为
辖区老年人居家养老的
“新家”。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罗园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19日

第 2019071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00 1040 416000

组选三 362 346 125252
组选六 0 173 0

0 6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3月19日 第2019031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7642030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1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429639
2 23264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76
60588

1236438
7487549

35
2258
48436
281993

3000
200
10
5

1613 18 21 3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