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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
者 张颐佳 ）6日，“我和我的
祖国” 长沙市开福区宗教界
“五进五好”爱国诗词大会在
开福寺举行。来自8大宗教场
所的代表队以诗歌朗诵、知
识抢答等形式， 讴歌伟大祖
国，传承国学经典。

近年来，开福区积极响
应省委统战部、省民宗委倡
导的“五进五好”主题实践
活动号召，引领全体宗教界
人士和信教群众紧紧团结
在党委、政府周围，开展了
集中升国旗、 中医义诊、太
极拳传授等有意义的活动，
为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力量。

省会群众放歌“祖国颂”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颜

蜜如）6日下午， 长沙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百万
群众合唱比赛在长沙实验剧场举行。12支来自长沙
各县（市、区）及市直机关、社会团体的代表队放歌

“祖国颂”。
活动现场，12支比赛队伍用充满激情的歌声，演

唱了《在太行山上》《祖国颂》《浏阳河》等10余首经典
合唱曲目。经过激烈比拼，长沙市直机关职工星辰合
唱团获得特等奖。

这次合唱比赛由长沙市委、市政府主办，自今年
4月启动以来，经过层层选拔，最终遴选出长沙县五
彩星沙艺术团、天心区丽爱天使艺术团、长沙市妇联
合唱团等12支队伍参加决赛。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强光

9月4日，新华支教志愿者联盟一些成
员，走进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廖家湾学校，
开启他们的2019年秋季支教之旅。

“湖南彦笃影视公司捐演出服150套，
旅美古筝演奏家李赛君捐古筝4架、 少儿读
物1000多册， 郴州未来之星公司捐拉丁舞
练功服50套……” 新学期教学启动仪式上，
新华支教志愿者联盟发起人、 湘南学院教
授、郴州市关工委“五老”成员周新华，受爱
心人士委托，给大家带来了厚礼。

“廖家湾是比较偏的山区，几年前来学
校时很简陋，现在好多了。”看着日新月异
的校舍，周新华感慨颇多。

志愿者联盟在这里支教， 已整整3年，
目前是第4个年头。

位于107国道旁的廖家湾小学，1至6
年级，500多名学生近一半是留守儿童，平
时都住在学校学习。这里地处山区、位置偏
僻，生活和学习条件都相对落后、艰苦。以
前，这里的孩子们除正常上课，几乎没什么
课余活动，音乐课也很少上。

2016年，周新华一个在廖家湾学校任
教的学生向他诉苦， 学校没有音乐教学设

施，音乐课不好教。从那时起，他就萌生去
廖家湾小学进行音乐支教的想法。

说干就干。 周新华与湘南学院音乐学
院院长肖伟商议，合力成立“周新华支教志
愿者联盟”。

2016年5月17日， 周新华把组织捐赠
的2架钢琴、7台空调、10台古筝、20把二
胡、30根笛子、40把口风琴，以及价值10万
余元各种用于音乐教学的设备， 全部送到
廖家湾学校。

当天， 联盟成员用一场自导自演的精
彩晚会， 拉开支教的序幕。10多种器乐轮
番“登台”，美妙旋律回响在校园里。演出活
动后，上百名学生主动报名学音乐。

从此， 学校有了像样的音乐课， 电子
琴、古筝等10门专业课程相继开设，每周
三、四下午上课，雷打不动。

3年多来，支教的老师们，风雨无阻。
周新华把自家音乐工作室的器乐、空调、

桌椅赠给学校，自己是上课老师兼司机。在他
的游说下，郴州、深圳几家音乐培训机构，捐
赠了钢琴、古筝、二胡、笛子、口风琴等。

在周新华的影响下， 郴州音乐界越来
越多的老师加入支教联盟。今年70岁的刘
洪湘， 是首批新华支教志愿者， 负责教二

胡。他是周新华多年的音乐知己，也是联盟
里最年长者。每周四下午,他都有二胡课。
他自己开车，从市城区驱车30多公里到廖
家湾学校上课。 下课后， 又开车返回。3年
来，他没有落下一节课。

高小山是郴州市九完小退休的音乐老
师，从教30多年。2014年，他患鼻咽癌做了
化疗，身体还在恢复中。但3年来 ,他听从
“新华支教”召唤，按时到学校支教。“每次
看到学生学习有点进步，我就开心，连病痛
都忘记了。”他说。

志愿者们的爱心坚守， 让孩子们收获
满满。心底那颗音乐梦的种子，也在悄悄生
根发芽。

1个月过去， 孩子们已认得基本的音
符， 学会演奏乐器的标准姿势。2个月过
去， 孩子们学会了不同乐器的基本演奏
技法。3个月过去了， 孩子们学会了简单
的识谱，并能用乐器演奏简单的曲子……
几个月后，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熟练自
如地进行表演。

为进一步锻炼他们， 联盟的老师决定
把孩子们拉到山外去展示， 也让他们见识
见识外面的世界。2016年10月21日， 周新
华与志愿者带着孩子们， 参加苏仙区教育

系统举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晚会。这是廖家湾学校乐队第一次
亮相，面对1000多名观众，孩子们演奏的
《十送红军》《红红的中国结》等乐曲震惊全
场，赢得大家热烈掌声。

梦想不断放飞。 今年六一儿童节时，郴
州市关工委特意邀请山里的孩子们来市里
表演。“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
有勇气做我自己……”晚会上，廖家湾学校
的10多名小学生，满含深情地弹唱《感恩的
心》，甜美的歌声、动人的旋律，迅速感染现
场近千名观众，不少人眼泛泪光。

付出就有回报。3年多来， 志愿者联盟
和廖家湾学校都收获了沉甸甸的成绩单：
全校累计有5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音乐课,
在市级、区级举办的音乐才艺表演中，该校
的节目有4次获一等奖，12名学生获一等
奖。 学校还应邀组织学生参加苏仙区纪念
改革开放40周年等大型节庆会演，获得广
泛好评。

张家界国际森保节
大幕将启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宁奎）记者今天从张
家界市政府获悉，为期3天的2019第十九届中国湖南
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将于10月25日开幕。

张家界国际森保节创办于1991年， 经过28年的
努力与坚持，已发展成为传播生态文明、促进森林和
绿色产业发展的综合性节会， 获得国际组织和社会
各界的广泛认同和参与， 被评为中国十大自然生态
类节会，是我国森林保护的一大品牌。

本届森保节活动主题是“森林·我们的家园”，旨
在立足张家界的森林资源和生态优势， 展示张家界
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平均高达10万个以上的纯
净空气，交流森林保护、森林旅游和康养产业、绿色
生态产业发展成果与经验，探索创新将“绿水青山”
向“金山银山”蝶变的森林保护和发展之路。

据了解，本届森保节包含巨幅画卷揭幕、天门山速
攀天梯国际精英赛、森林旅游与康养高峰论坛、全国自
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培训班暨现场教学研讨会、 创新
创意盆景艺术邀请展、自然研学采风等活动内容。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见
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黄连
香 )今天，湘潭市公安局第3
次集中兑现举报黑恶犯罪线
索奖励，5名符合条件的举报
人共获得奖励资金 3.75万
元。 至此， 该市已累计兑现
16.4万元举报奖励， 群众参
与扫黑除恶的热情日益高
涨。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 湘潭市公安机关发
挥主力军、先锋队作用，持续
推进破案攻坚、“打伞破网”、
问题整改。截至目前，全市公
安机关共侦办涉黑犯罪组织
6个， 打掉涉恶势力团伙32
个， 刑拘犯罪嫌疑人308人，
破案217起，查封扣押冻结涉
黑涉恶资产逾24亿元， 移送
“保护伞”“关系网”问题线索
17起31人， 有力打击震慑了
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气焰，社
会秩序持续向好。

去年，湘潭市出台《举报
黑恶犯罪线索奖励实施办
法》，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到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 为严
格保护举报人信息， 确保举
报人人身和财产安全， 湘潭
市公安机关还出台了群众举
报奖励规则及举报材料管理
保密制度， 确保举报奖励有
规可依、严格保密。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

员 潘志强）9月7日至8日，浏阳市学前教育
委员会组织开展2019年保育员培训活动，
为全市1200余名来自公办、 民办幼儿园的
保育员集中“充电”。

此次培训采用分班和集中相结合的方
式。在分班培训中，邀请了相关专家就幼儿

教师的职业道德、 幼儿一日生活组织与指
导、托幼儿机构常见传染病防控、幼儿园卫
生消毒和儿童意外伤害应急处理等方面进
行授课。在集中培训中，来自华东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王顺妹教授，运用
大量生动案例及跟踪研究结果，阐述如何培
养老师观察了解孩子、与孩子沟通互动以及

组织教育活动的能力，让学员们在接触前沿
理念的同时，学会如何去探索、践行。

近年来， 浏阳在加强建设公办幼儿园
的基础上，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开展培训活
动以提升学前教育从业人员职业素养，通
过“城区园带动农村园， 优质园带动薄弱
园”等措施全面提升学前教育水平。

湖南日报9月10日讯（通讯员 陈瑶 记
者 李治）中秋节将至，长沙县长龙街道龙
井社区辖区内的长沙开元仪器有限公司厂
区内， 一排整齐崭新的蓝色小房子成了一
道靓丽风景线。 这是街道和社区为开元仪
器“量身定制”的垃圾分类回收“利器”。

“以前我们产生的工业垃圾全都是
堆放在一个角落里一起运走， 现在有了
‘小蓝屋’， 垃圾不仅有了容身之所，还
能增加回收利用率。”长龙街道有关负责

人介绍，不久前，社区垃圾分类综合管理
新模式在开元仪器成功进行推广， 新建
成的“小蓝屋” 根据该企业工业垃圾种
类，细分为建筑垃圾、可回收纸类、可回
收纯色尼龙 、 不可回收工业垃圾等 10
类， 其中有9个种类可以直接进行回收
再利用 ,变废为宝。厂区内还设置有大件
垃圾存放点和垃圾分选中心， 经过初步
分类的垃圾在这里进行细分选投放，经
过这样一个流程的处理， 预计可以直接

实现垃圾减量40%。
这种垃圾综合管理新模式推出后，备

受辖区企业青睐，长龙街道140多家企业纷
纷在门前亮出《生活、工业垃圾分类处置承
诺书》和责任人联系方式，主动从源头实现
分类，规范管理。以山河智能为代表的企业
在员工增加近千人的情况下， 垃圾量由去
年的月均125吨，下降到90吨；通过垃圾分
类工作的全覆盖， 街道可回收垃圾总量同
比增长4倍。

点燃山区孩子的音乐梦
———郴州新华支教志愿者联盟在廖家湾学校支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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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龙街道：垃圾分类因“企”制宜

浏阳千余名保育员集中“充电”

9月10日，安化县奎溪镇奎溪坪村，金黄色的稻谷与整洁的村道、错落有致的屋舍相互映衬，美不胜收。时至初秋，水稻逐渐成熟，金
黄色的稻田呈现出别样美景。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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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9月 10日

第 2019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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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 1040 669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86 173 274378

6 5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9月10日 第2019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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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9959065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6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3 38520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80
47442
978259
7967570

30
1726
36101
287472

3000
200
10
5

1414 27 30 3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