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22日讯 （记者 王文 ）
8月20日，浏阳市淳口镇鸭头村举行“助
学筑梦铸人”捐资助学活动，对13名优秀
准大学生和7名优秀准高中生进行表彰。
这是该村连续第10年对全村中、 高考优
秀学子进行奖励。

在鸭头村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价值
追求下，全村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从该
村走出了20名博士生；今年高考全村一本
上线18人，本科上线60余人，成为继杨柳
“博士村”后，淳口镇又一个学霸村。活动
当天，鸭头村爱心企业家罗青竹为该村20
名特困学生发放爱心助学款总计4万元。

自2009年起， 鸭头村连续10年对全
村中、高考优秀学子进行奖励，每年教师
节对辖区3所中小学近70名教师进行慰
问。近年来，淳口镇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一起抓，出台《关于弘扬经济社会发
展正能量 对道德模范、行业标兵、时代精
英等进行表彰奖励的若干规定》 等文件，
对“十佳教师”“优秀学子”等进行评选表
彰，培育了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使尊师重教、崇学上进蔚然成风。

湖南日报8月22日讯（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蒋钟
仁）8月19日至20日， 零陵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应邀参加
2019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作湖南折子戏专场演出。

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是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艺术
司、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山市人民政府、苏州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 该活动充分展示中国文化的多
样性、丰富性和独特性。零陵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选送的
折子戏《双盘花》，是零陵花鼓戏经典传统剧目。剧目经过
两个多月的精心打磨，从人物造型、表演手法、音乐处理
等， 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 该剧由中心骨干演员胡晓
军、魏荭、陈秋秋担纲主演，并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从艺40年的李江元任艺术指导。原汁原味的零陵
花鼓戏在昆山大剧院一上演， 就受到戏曲专家和广大观
众一致好评，使零陵花鼓戏这一剧种受到广泛关注。

零陵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主任王小光， 接受组委会
及江苏电视台的专访时表示：“通过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这个大平台，零陵花鼓戏展示了它的风采，让人们感受到
零陵花鼓戏艺术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湖南日报8月22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黄敏 严洁）8月15日， 记者来到
东安县芦洪市镇赵家井村， 这里空气清
新，微风习习，游人络绎不绝。然而，村民
们说，去年以前的赵家井村，生产生活污
水长期露天排放，臭气难闻,赵家井村的
转变，是与该县各级人大畅通民情渠道，
为民解忧分不开的。

去年7月，村民陈波到镇“代表之家”
反映村里污染情况。了解情况后，县人大
常委会要求县乡村振兴指挥部抓紧办理。
之后，赵家井村慢慢发生变化，今年6月，

赵家井村无动力节能模式污水处理项目
启用，村里污水横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人大该如何畅通民情，为民解忧呢？
2012年以来，东安县人大常委会，在全
县15个乡镇建立“代表之家”，在选民相
对集中的选区建立37个“群众工作室”。
同时, 在全省率先规范各级人大代表接
待群众来信来访机制，确定每月15日，县
以上人大代表在“代表之家”坐班，亮明
身份接待选民。各级人大代表每天在“群
众工作室”轮流值班，听取群众的意见和
建议；开设专门的电子邮箱、意见箱，建

立代表联络QQ群、微信群网络；开通民意
热线电话等，收集各方意见和建议。

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代表之家”“群
众工作室” 及时分类处理， 交有关单位办
理。对乡镇本级不能办理的，上报县人大常
委会交办给相关单位。 县人大常委会对每
一个交办件确定一名县人大常委会领导
跟踪督办， 对办理不力的单位下发督办
函。并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召集
群众召开办理交办件座谈会， 把获知的
情况反馈给办理单位， 群策群力推动问
题解决。

目前， 东安县“代表之家”“群众工作
室”共接待群众逾1.5万人次，收到群众反
映的意见和建议1080条。经梳理后，将328
条热点难点问题， 依法按程序交由相关部
门办理。这些交办件大部分已办结，一部分
正在加紧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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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2日讯 （徐德荣 聂
沛 文兰 邓品立 ）8月16日，衡阳市南
岳区南岳镇红星村“巨人稻”种植示范
基地，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20余
亩个头近2米高的稻穗， 成为该村旅
游的又一道风景线。据介绍 ,在村党总
支的带领下， 该村成立由村民共同参
股的湖南星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一
系列农业、旅游合作社，因地制宜发展
生态观光农业，促进村民四季就业、稳
定增收。

党员带头、打造基地、转包能人，
带动脱贫致富， 这是南岳区推进乡村
振兴的“红星模式 ”。近年来，南岳区
通过不断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将基层党建工作融合
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脱贫攻坚等任务中，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大动能。制定出台《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加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 ，大力推进“能人治村”，鼓励

村级组织带动农民发展优势突出和特
色鲜明的主导产业。 目前， 全区已形成
“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格局。去年，红
星村生态产业总值达323万元， 占全村
总产值的61%。

南岳区还全面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热潮。设立环境卫生督查岗，聘请无职党员
督查村主干道卫生情况， 制止乱扔垃圾行
为。全区46个村（社区）党支部的党员纷纷
带头美化家园，成为厕所革命、垃圾分类、
污水治理的主力军。

该区通过引导村（社区）党支部，组织
退休老党员组成红白喜事理事会,开展“完
善一部村规民约”“制作一组家风家训”等
活动，推进乡村树起文明新风。如今，文明
过节、 文明办宴已成为南岳区农村基层的
自觉习惯。

基层党建引领，促进乡村振兴。南岳镇
获评“全国文明村镇”、岳东社区被评为“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樟树桥村被评为“全
国巾帼示范村”。去年，南岳区获评全省“美
丽乡村建设先进县区”。

湖南日报8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李容
容 周立军) 记者在20日召开的湘潭市落实《首批取消村
(社区)出具证明事项清单》工作会议上获悉，为进一步给
基层群众和村(社区)组织减负增效，该市明确69项证明
事项不再由村(社区)出具。

城乡社区承担的公共服务和行政事务日益增多，严
重影响了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湘潭市去年出台《加强和
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建设高品质生活社区实施办法》。经不
断清理落实，有关部门建议保留7项确需村(社区)提供的
证明事项：享受低保证明，刑事人员表现证明，矫正人员
参与社区活动证明，审前调查证明，过户证明，水、电、气
用户名证明，常住、暂住、租住在本辖区证明。

明确取消的69项村(社区)证明事项包括：身份类取
消父子、母子关系证明及亲属证明、无子女证明、曾用名证
明、结婚证与户口本名字不一致证明等；不动产情况类取消
房屋产权证明、未征收证明等；婚姻、户籍类取消未婚(婚姻)
证明、户籍证明等；公共安全服务类取消诚信证明等。

湘潭市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在依据社区工作事项清
单建立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同时， 该市还将继续全面
清理各职能部门和单位要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各
类证明，持续整治“万能社区”“万能证明”“万能章”现象。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张军 翟德军

“爱国爱家，遵纪守法，弘扬正义，远
离毒品，尊老爱幼，诚信友善……”近日，
走进辰溪县后塘瑶族乡丹山村村民王基
富家，见挂在堂屋墙上的“丹山家训”格
外醒目。

在王基富邻居荆长娥家， 同样挂着
“丹山家训”。“我们全村有叶、米、王等15
姓200多个家庭，共享‘丹山家训’。”荆
长娥说，“在丹山，姓荆的只有我一家，但
从来没有因单姓而受人欺负。”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村
里实际，党的十八大后，我们经村民代表

大会讨论通过， 制定了全村统一的家
训———‘丹山家训’。”丹山村党支部书记
叶世玉介绍，全村虽然姓较多，但各姓村
民和睦相处、互帮互助。

为践行家训，丹山村建立了道德讲堂，
并开展道德模范、五好家庭等评选活动，树
立身边典型。村里还成立了常盛公益基金，
由村民自愿捐款，用于资助贫困村民、奖励
优秀学生、慰问受灾及患重病村民等。村里
户户奉献爱心，已累计捐款近20万元。

2016年以来， 丹山村4个组的青年
村民相继建立孝心基金，在春节、中秋节
时买礼物孝敬老年人。

良好村风熏陶下， 丹山村村民比卫
生、讲文明、做公益蔚然成风，成为辰溪

县乡风文明的典范。
今年，丹山村有3人考上大学，都没有

办“升学宴”。儿子考上大学的村民王基平
说，家训有“移风易俗、勤俭节约”这么一
条，必须严格遵守。

5月底，村民叶明望和儿媳妇石文花因
家庭琐事发生口角。 叶世玉上门找两人谈
话，讲家训中“尊老爱幼”的内容，两人听了
面红耳赤，表示要相互理解和尊重。

家训滋润村民心灵， 村里洋溢着向善
向上的浓厚氛围。

村民涂莲花的婆婆有98岁了，4年前
生活不能自理。涂莲花悉心照料老人，从无
怨言。“她婆婆瘫痪后，她给婆婆喂饭，帮婆
婆洗澡、洗头发，照顾得无微不至。”说起涂
莲花，村民叶传明竖起大拇指，称她是大家
公认的好媳妇。

据了解， 丹山村已多年没有发生过治
安案件，做到了矛盾纠纷不出村，被评为省
民主法治示范村、怀化市文明村。

湖南日报8月22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训忠）近日，郴州市北湖区纪
委工作人员带上单位公章及法人代表
身份证，在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北湖支行
办理了账号为“5910”的“北湖区廉政账
户”撤销手续。

据悉， 自2014年3月北湖区开设廉
政账户以来，该区廉政账户共收到党员
干部和公职人员上缴的红包礼金款
221.45万元（含利息），全部上交财政。

“原廉政账户制度的推行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干部‘被动受贿’的问题，对促
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廉洁自律发挥
了积极作用。” 北湖区纪委监委负责人
介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廉政账户的
争议也越来越大。

为此，2017年以来，该区纪委以专项
治理为抓手，持续开展了违规收送红包礼
金歼灭战。依托作风建设主题活动，先后
部署开展违规收送红包礼金等“四风”变
种问题、违规收受基层干部赠送的礼品礼
金等， 党员干部下基层作风问题和陋习、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等专项
治理活动，自查整改问题42起，清退违规
资金12.72万元。同时用好责任追究“杀手
锏”， 全区共查处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
47个，处理52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44人，追缴涉案金额62.42万元。

据了解，从今年8月开始，北湖区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又启动一轮对违规收
送红包礼金行为的专项监督行动，防病
于未发、治病于初萌。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郭二冬 郭祥华

8月18日，阳光晴好，凤凰县廖家桥
镇铁桥村，美丽的白泥江穿山破壁，静静
流淌，两岸的格桑花成了五彩“花边”，秀
丽的风光吸引着周边的游客。

然而， 以前的白泥江是“垃圾填埋
场”。河中，废弃物到处都是。违规采砂、
炸鱼、毒鱼、电鱼等时有发生，生态环境
遭到严重破坏。

村民们说，白泥江“华丽转身”，河长
杨俊功不可没。

多年在县城经商的土家汉子杨俊，
吃苦耐劳， 在家乡有良好的口碑。2017
年6月3日，在村民的呼声中，杨俊被任命
为铁桥村村主任、白泥江河长。

杨俊迅速“就位”，从县城挪窝进村，
投入家乡建设。一个月里，他走访了全村
168个家庭。杨俊深知，要解决白泥江的
污染必须找到问题根源。

“村民缺乏环保意识，村里垃圾投放
点分布不合理、 缺乏监管……” 通过走
访，找到症结，杨俊牵头成立白泥江整治
领导小组，张贴环保宣传标语，发放宣传
手册。

如今，村民们纷纷当起白泥江的“守
卫”，看到乱丢垃圾现象，就上前制止，劝
说无效便向杨俊反映。渐渐地，一股浓浓
的互相监督、 共同守护白泥江的氛围很
快形成。

为鼓励村民共同“守卫” 白泥江，
2018年底，杨俊还组织全村开展“我爱
白泥江”评选活动，一批表现好的村民受

到表彰。“我就住在江边， 守护白泥江是举
手之劳!”村民杨双喜受到表彰后感觉责任
更重了。

要保护好白泥江的水质， 修护好河堤
两岸很重要。可是资金怎么办？杨俊一次次
拟方案、写申请、递报告，在村里、相关部门
间来回跑， 终于争取到中石化先后109万
元资助。为确保工程质量，杨俊每天守在工
地监工，他说：“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工程上，
决不能出现偷工减料。”

现在，白泥江换了新颜，一汪绿水，
清澈如初。杨俊也换了“面貌 ”，一张黑
脸、一身泥土。他无怨无悔，他说，这是他
守护白泥江的印记， 是他对家乡深沉的
爱与责任。

杨俊先后荣获湘西州“最美脱贫攻坚
人物”“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人大畅通民情渠道解民忧东安县
建立“代表之家”和“群众工作室”，接待群众来访

基层党建引领 促进乡村振兴

南岳区“红星模式”建设美丽村庄

老百姓的故事 杨俊：“黑泥脸”守护白泥江

北湖区持续开展
收送红包礼金歼灭战

查处违规收送红包
礼金问题47个，处理52人

对“万能社区”“万能证明”说“不”
湘潭69项证明事项不再由村(社区)出具

湖南日报8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伍洁
宁如娟)8月20日， 邵阳市对一批市本级保障性住房进行电
脑摇号分配，共有1308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摇中。这些
家庭经过公示、核查等程序后，可在1个月左右迁入新居。

“公租房一年租金只要600元，比社会上租房便宜很
多，可为我们低收入家庭节约一大笔开支。”这次摇中了
公租房的双清区小江湖街道居民阮艳高兴地说。

据了解，近年来，邵阳市全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目
前市区已有2.2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圆了“安居梦”。
今年9月底，该市将再次摇号分配市区公租房4224套，用
于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住房问题。 明年3
月，还将对市区4252套公租房进行分配，用于解决城市
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邵阳市区2万多户家庭
圆了“安居梦”

15姓200多个家庭和睦相处、互帮互助———

“丹山家训”育文明村风

湖南日报8月22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王明志
许亚兰)近日，我省首座“五塔矮塔斜拉桥”———常德市沅
水四桥正式通车，对促进常德“西部新城”开发、拓展城市
骨架、缓解城区交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

常德沅水四桥是319国道、207国道常德城区段改线
工程跨越沅水的一座特大桥，起于鼎城区斗姆湖街道新
龙村，终点在武陵区丹洲乡桑场村，全长2180米，双向6
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该桥临近桃花源机场，桥梁跨径
大，采用五塔矮塔斜拉桥设计。桥梁主墩形似花瓶，建设
过程中取得多项国家专利及其他科研成果。 项目总投资
4.1亿元，于2015年开工建设。

常德沅水四桥通车

浏阳这个村不简单
连续10年奖励中高

考优秀学子

8月21日， 长沙
市开福区恒大雅苑
小区，志愿者指导居
民将垃圾分类投放，
并赠送鸡蛋。本月中
旬开始，开福区洪山
街道洪雅社区在恒
大雅苑小区开设垃
圾分类投放试点，参
与垃圾分类投放的
居民可获得积分和
鸡蛋奖励。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零陵花鼓戏亮相

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垃圾分类投
鸡蛋免费送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8月 22日

第 2019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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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 1040 4711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829 173 316417

2 5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8月22日 第2019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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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76243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3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9535306
4 16673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15
69931

1352743
8377424

49
2623
51194
302752

3000
200
10
5

0911 14 17 2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