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黄妙 邓诚

小汽车乱停占道，迅速上前
制止；摊贩蔬果随意摆放，耐心
劝导进入指定区域；垃圾四处扔
弃， 一点一点捡拾起来……8月
13日早上7时，一抹抹“志愿红”
穿梭在娄底市娄星区乐坪街道
金谷大市场，曾经“脏、乱、差”的
市场，如今换了新颜。

金谷社区位于娄底中心城
区，内有大型的家居市场、农贸
市场，还有上百家商铺、上万名
流动人员，因交易多、人流量大，
管理起来很困难。

“我在这里做志愿者4个多
月，通过大家的努力让市场变得
干净、整洁、文明，心中的自豪感
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金谷社

区居委会主任康义莲告诉记者。
小商小贩虽影响市容和交通， 却靠此讨生

活，为了达到两者的平衡，志愿者共同约定“再
怎么固执的挑担菜农，也不能恶语相待”。

从进行环境整治开始，康义莲欣喜地看到，
从最初由7名居委会干部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开
始，现在加入了党员、居民代表、热心群众，新鲜
血液不断涌入，人数早已破百。这一大帮子人默
契配合，轮流上街“执勤”。

这样动人的画面在乐坪街道还有很多：退
休职工李华香长期热心公益事业，和10多名退
休老人义务巡逻，不仅是监督员、宣传员，还是
调解员和服务员；贤童社区志愿者梁凤玲、肖林
红把孤寡老人当成家人，每日坚持护理；童家社
区开展红色教育，拓宽孩子们的眼界；街心社区
一年一度的百家宴， 拉近了邻里乡亲之间的距
离。

热心的社区“大叔”何永安，自2009年退休
后，便当起了志愿者，一干就是10年。有人问他，
“你这么做到底图什么？”他笑着说：“虽然累，但
我过得很充实，多搞点义务劳动无所谓的。”

“尽己所能，帮助他人，服务社会……”5月
22日，在“乐坪乐”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启
动仪式上，志愿者们高举右手，庄严承诺，用爱
心和行动播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种子，
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红”成了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乐坪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付朝辉开心地说：“‘有时间
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已成为乐坪居民
的一种生活新时尚。”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欧阳倩 陈
文美 ）今天，长沙市雨花区出台《圭塘
河流域管理办法》，圭塘河的管理将有
规可依。

圭塘河是长沙市内城河，近年来，
逐步由“龙须沟”变身成景观河、生态
河。对圭塘河的管理，此前主要依靠雨

花区相关部门各司其职， 权责较为分
散模糊。此次出台的《办法》，分审批与
许可、维护与管理、执法与处罚、分工
与责任等6大板块，对流域管理范围工
程项目生产建设、取水取土、排口新改
扩建、岸线卫生保洁、标识标牌管理、
入河排口维护管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与要求。
如何让河水长清 、 河畔景美 ？

《办法》明令禁止破坏、损毁河道、堤
防工程及其附属设施， 并对流域周
边围河造田、种菜、修池养殖等行为
作出约束。此外，工地违规排放污水
或施工废水的，或在雨水、污水分流
地区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的， 雨花
区将依规进行处罚 。“《办法》 的实
施，将实现圭塘河管理的常态化、长
效化、规范化 。”雨花区河长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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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张国明 舒毅)8月9日， 记者在南
县明山头镇污水处理厂看到， 水深数米的
尾水排放池清澈见底，池中小鱼游弋。镇党
委书记娄新跃打起一桶清澈的水说：“以前
乡镇污水随意排放，环境污染严重，现在有
了污水处理厂， 一天可处理污水600吨，集
镇生活污水全部由管网收集， 集中处理后
排放，大幅改善了乡村人居环境。”

据了解，近年来，南县按照“政府主导、
市场运营、改革创新、全面推进”的思路，大

力推进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15年启动
实施乡镇污水治理项目，除县城南洲镇污水
处理厂上世纪已修建外，新建11座乡镇污水
处理厂，项目总投资约1.64亿元，配套建设管
网总长度130公里， 纳污范围覆盖各乡镇集
镇区。 污水处理覆盖区域全部实行雨污分
流，可日处理污水9600吨，污水经处理后水
质达到一级A类标准。

2015年，南县成立专门机构，通过立
项争资、财政筹资和引入社会资本，共筹
资2亿元，用于新建11座乡镇污水处理厂，

以及城关镇污水处理厂升级保养。 同年，
由县住建局牵头，联合相关单位，对乡镇
污水处理厂进行科学合理选址，并聘请上
海一家专业公司对所有乡镇污水处理管
网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并试点启动茅草街
镇污水处理厂建设。2016年， 启动其余10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

2017年11月， 南县全面启动乡镇污水
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 县住建局作为项目
实施监管部门， 将乡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建设进度、 后期管网维护纳入小城镇

建设、河长制、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考核体
系。至去年6月，各乡镇主管网全面完工。

今年6月底，南县11个乡镇污水处理厂
全部投入试运行， 成为我省率先实现乡镇
污水处理厂、网同步全覆盖的县（市）之一。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徐荣 见
习记者 肖畅）8月11日，周日，湘潭县谭家
山镇紫竹村村部书声琅琅，该村的“周末
课堂”又开课了。

紫竹村共有25名留守儿童，其中10人来
自贫困家庭。 为了给孩子们更多的关爱，该
村妇联主席黄智华发动妇联执委开设了“周
末课堂”，并带动周围群众“牵手”贫困家庭
儿童开展精准帮扶。目前，10余名妇联干部、
热心妇女群众轮流当起了课堂“老师”，村民

小组的妇女组长则当起了“护学队长”，孩子
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们为“代理妈妈”。

今年， 湘潭市共有3755户贫困家庭被
列入“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活
动的重点帮扶对象。 湘潭市各级妇联在全
面摸清这些贫困家庭基本情况、致贫原因、
脱贫意向的基础上，建立了帮扶台账，启动
了妇联执委“3+1+1”帮扶模式。该帮扶模式
明确每3名执委带动1群妇女结对帮扶1户
贫困户， 重点关爱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等，

“周末课堂”便是其中的“成果”之一。
在“3+1+1”帮扶模式的推动下，湘潭

市妇联执委、姐妹团经常性地关爱贫困对
象，帮助清洁庭院、暖心交流、捐资送物
等。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妇联组织9507名
妇联干部、执委、巾帼志愿者为帮扶对象
捐赠物资3600余件，捐赠钱款近20万元。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形成扶贫
济困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
为的社会风气，让邻里友善、守望相助不

仅成为行动自觉， 更成为一束温暖的光，
照进每一个人的心里。” 湘潭市妇联党组
副书记、副主席陈实说。

姐妹守望、邻里相助蔚然成风，爱心
团体和爱心人士也纷纷加入其中。湘潭市
农产品女经纪人协会采用“协会+合作社+
家庭农场+贫困户”的形式，对贫困对象开
展种植养殖技术培训、 提供就业岗位，并
按照市场价收购贫困户生产的农副产品，
齐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曾佰龙 田祥)昨日，湘乡市
举行仪式，表彰录取到军队院校的35名学员，其中25
名学员来自同一个“国防班”，且高考成绩都达到了一
本分数线以上。这是该市发扬崇军尚武精神，创办国防
班结出的硕果。

据了解，这个国防班成立于去年3月，分别在湘乡
市一中的高中一、二、三年级组建1个班。去年7月，该校
首届高三年级国防班有12人被军校录取。 在去年的基
础上，该校坚持关口前移，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结合
考生上年度综合成绩及选拔考试成绩确定入围名单，
由湘乡市人武部组织政治考核、体格检查、心理测试，
合格后编入国防班学习。国防班实行军事化管理，人武
部专门聘请优秀退役军人担任教官， 今年国防班学员
被军校录取的人数翻了一番。

湘乡市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彭瑞林介绍,
湘乡是楚南重镇、将帅之乡，历来具有崇军尚武的优良
传统，每年有志报考军校的学生很多，但由于教学资源
分散、填报志愿不科学等原因，导致不少成绩好、从军
意愿强的考生与军校失之交臂。因此,湘乡市和湘潭军
分区、湘乡人武部携手，军地合力圆了优秀考生的从军
梦。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杜瑜

“供电公司吗？我们宏天绿城小区没电了，什么时
候来电啊？家里老人小孩都热得受不了！”

8月13日，烈日当空。上午10时40分，宏天绿城小
区专变突发故障， 造成张家界市永定区南庄坪街道10
千伏南甘线跳闸， 影响附近4个小区2000多户居民和
税务、环保10多家单位、企业正常用电，国网张家界供
电公司抢修服务热线电话一个接一个响起。

故障就是命令。接到电话后，国网张家界供电公司
永定支公司配电室5名队员带上工具，驾车火速赶往现
场。

现场勘察，很快查明原因：原来是天气炎热，10千
伏南甘线负荷过大，造成断路器开关因过负荷损坏，导
致线路跳闸。

拉警戒线、登杆、挂接地线、验电……各项工作有
条不紊地进行。

11时，抢修战打响。34岁的抢修队员周乐头戴安全
帽，手着白手套，腰系安全带，穿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工
作装，爬上12米高的电线杆开始紧张抢修。

太阳光越来越烈，记者站在电线杆下面，早已汗流
浃背。而在电线杆上抢修的周乐，衣服上的大片盐渍已
若隐若现。现场指挥的配电业务室负责人熊龙珠介绍，
太阳炙烤后，电线杆温度会超过60摄氏度，杆上一些铁
制品温度甚至超过70摄氏度。

11时30分，经过半个小时的高空作业，周乐顺利
完成线路更换，他麻利地从电线杆上下来，仰头喝完记
者递过去的一瓶水。当记者问他累不累时，周乐腼腆地
说：“累是肯定的，但能让市民安全、舒心用电，也感到
挺欣慰。”

自7月22日以来， 张家界迎峰度夏进入用电量高
峰，故障也随之增多，最多的一天，要安排300多人次
进行设备运维检修。

湘乡市国防班
25人考上军校

烈日当空抢修保电忙

乡镇污水处理厂网全覆盖
新建乡镇污水处理厂11座，配建管网130公里

重点关爱留守妇女儿童老人

市妇联帮扶助力脱贫攻坚

呵护圭塘河 权责罚分明
雨花区出台管理办法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青峰

8月12日18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柳
州铁路公安处柳州南站派出所负责人
的微信里， 收到湖南省宁远县太平镇
下谢家村村民谢太顺传来的全家福照
片和“谢谢”两字。

为了今天的团圆， 谢太顺一家苦
等10多年， 柳州铁路公安处柳州南站
派出所、 柳州市社会福利医院工作人
员为此付出了无私关爱。

2012年7月4日5时10分左右，柳州

南站派出所辅警陈桐生巡线时， 发现
一名穿着怪异的50岁左右妇女在铁路
线上行走，忙上前询问。

谁知， 该妇女闻声后撒腿就跑，柳
州南站派出所民警段金月闻讯赶来，与
陈桐生一道将妇女拦下，把她劝出铁路
线。这时，大家发现该妇女神志不清，只
好把她送到柳州市社会福利医院。

没想到， 在社会福利医院医务工
作者的精心治疗和悉心照顾下， 该妇
女病情慢慢好转， 恢复了记忆。7月17
日，她主动对医务工作者说，自己叫柯

燕妮，湖南省宁远县人，丈夫和大儿子
分别叫谢子群、谢太顺。

柳州市社会福利医院将情况反
馈给柳州南站派出所，经南宁铁路公
安局， 柳州铁路公安处指挥中心、刑
侦支队，永州市公安局、宁远县公安
局和太平派出所、下谢家村委等爱心
接力， 查明该妇女叫谢成秀，1957年
出生， 丈夫是1956年出生的谢子群，
家住湖南省宁远县太平镇下谢家村。
她因精神异常失踪10多年，家人赴多
地找寻无果。

8月2日， 谢成秀的大儿子谢太顺
来到柳州南站接母亲回家， 一家人终
于团圆。

失散多年全家终团圆

南县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13日

第 2019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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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 1040 1137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517 173 435441

5 2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8月13日 第20190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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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7077331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30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822140
7 6053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930
90607

1519430
8838174

97
3490
60522
348903

3000
200
10
5

0610 18 19 2712

湘潭

清理水草
美化河道
8月12日，河道清洁工

顶着烈日在资兴市东江湾
水域清理水草。近年，资兴
市积极推行河长制， 深入
开展河湖“清四乱”等专项
行动， 组织专人对境内河
湖实行常态化清理保洁，
全市水生态环境得到进一
步改善。 朱孝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