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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冯刚

11月10日，记者走进岳阳县黄沙街镇
苍坪村， 村里道路平坦洁净、 民居错落有
致、文化墙独具特色，展现一派和谐美丽新
气象。

据了解，今年来，岳阳市深入贯彻省委
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1+5”文件精神，
坚持“软件”“硬件”两手抓，建阵地、强保
障、优治理，夯实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为
基层注入强劲发展动能。

搞好阵地建设
汨罗市屈子祠镇永青村过去村部破旧

不堪，开会议事经常在村支书家里，村干部
普遍没有归属感， 村党支部被列为软弱涣
散党组织。今年，通过高标准建好村民服务
中心，村干部实行值班坐班制，大家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尽心为村民服务，一举摘掉了
软弱涣散党组织的帽子。

岳阳市突出抓基层、强基础，按照建筑
风格、立面设计、功能布局“三统一”规范要
求，全覆盖建设了1806个村（居）民服务中
心，完善“七室一厅一广场”功能，使以往服
务阵地、服务能力“短腿”变为“长腿”。

结合“最多跑一次”改革，岳阳市开发
了“岳农”智慧党建平台，依托政务服务外
网，全面打通市县乡村四级办事网络，梳理
下沉122项便民服务事项，把便民服务“触
角”延伸到每个村庄，实现了“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汨罗市屈子祠镇永青村党总

支书记赵寒兵说：“现在村民服务中心功能齐
全，群众都愿意来这里，成了村里人气最旺的
地方。”

激活一池春水
以往， 村干部干得再好也还是个村民。不

打破上升“天花板”，基层很难留住人才。今年
来，岳阳市牢固树立“三个看重”（业绩、实干、
基层）选人用人导向，实施“四个一批”，即提拔
一批担当实干的乡镇党委书记，从村党组织书
记等基层干部中选拔一批进入乡镇领导班子，
考录一批乡镇公务员，考核解决一批优秀村党
组织书记乡镇事业编制，激活了“一池春水”。
今年8月， 汨罗市白水镇西长村党总支书记刘
胜被选聘为乡镇事业编制人员， 他对记者说：

“省委出台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 让我们
扎根基层的干部有了盼头、尝到了甜头。”

村干部既要肯干，更要会干。岳阳市大力
培养基层骨干力量， 重点实施“头雁培养计
划”，建立起市级重点培训、县级普遍轮训、乡
镇日常培训机制。市委每年集训1806名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每年选派一批优秀村党组织
书记到外地“取经”。其他村干部每年接受1次
县以上培训， 村干部服务意识与水平显著提
高。 平江县安定镇横冲村党支部书记邱平原
说：“过去是‘群众追着干部办’，现在成了‘干
部围着群众转’，老百姓普遍感到满意。”

基层干部“官”很小，担子却不轻，经常
“白加黑”“5+2”连轴转。为了让他们安心、扎
根，岳阳市拿出“真金白银”保障基层，村级组
织运转保障标准从村年均13万元提高到18

万元，实现“三连增”，并为全市1.1万名村干
部购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临湘市聂市镇红
士村党总支书记谢维感慨：“现在， 我们的待
遇跟乡镇干部差不多，干事劲头更足了！”

共创美丽家园
“如今山美水清，家园就是公园，城里人

都羡慕我们。”湘阴县金龙镇燎原村党总支书
记廖建辉说起家乡巨变就很兴奋。

岳阳市坚持“一切工作到支部”，着力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中心工作，“放大”全
面加强基层建设的效果， 引领基层治理大提
质。通过支部发倡议、党员作表率、群众共参
与，村（社区）党组织广泛设立党员示范岗、党
员责任区，组建党员攻坚队、志愿服务队，发
动党员干部联户包片，激励党员走在前列、干
在实处。 今年， 岳阳市16万名农村党员组建
3600多支村庄环境整治攻坚队，开展“巴陵
先锋党员活动日”2万余次， 带领群众共创美
丽家园。

岳阳市还大力推行“党建+协会”模式，引
领人人参与村庄治理、共享治理成果，描绘和
谐美丽村庄新画卷。 以党建引领乡风文明建
设为切入口， 广泛组建村级红白理事会、“五
老一新”协会，开展“治陋习、树新风”行动，倡
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事项不办”。去
年以来，带动群众减少“无事酒”3.8万多起，
节约人情开支22亿元。 华容县三封寺镇莲花
堰村党总支书记李隆庆说：“通过组建红白理
事会，上门给群众算好经济账，现在大操大办
宴席的风气得到了根本扭转。”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孙锋 陈彦予

老龄化社会来临， 如何更科学地服务老
年人？怎样提供更智慧人性化的养老服务？11
月8日至9日，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健康养老职业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自
德国、美国、日本、马来西亚以及国内的相关
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养老”大计。

行业发展急需更多人才
湖南是老龄化较严重的省份。截至2018

年12月，全省60岁及以上人口达1275.6万人，
占总人口比例18.49%，高龄老人、失能老人、
空巢老人、 贫困老人比例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人口老龄化程度居全国前列。

记者从会议现场获悉，目前全省已初步形
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
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有9个城市成为
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成为
全国试点城市最多、资金支持最大的省份。

做好健康养老服务工作，“人”是关键。然
而， 目前专业技能人才依然极度匮乏。“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半失能老人已达到4000
万， 按照每4个失能老人需要1个人照顾来
算， 我国对养老护理人才的需求量达到500
万至1000万。” 长沙民政职院医学院院长黄
岩松介绍， 目前国内在职的养老护理员不到
100万、持证上岗的不到30万，全国高等院校
每年毕业的养老护理专业人才不到5万人。

“小到喂饭翻身，大到康复医疗，照顾失
能老人不仅需要耐心和爱心， 更需要技术和
技能。培养更多高端老年人护理人才，是职业
教育责无旁贷的重任。” 黄岩松介绍，目前长
沙民政职院“健康养老服务专业群”已成为国
家职业教育“双高校”建设重点专业群，养老
专业每年的招生规模达200人左右， 一直供
不应求。

为让学生学一行爱一行，学校专门开发
了《职业素养》课程体系，开设了《高龄体适
能》课程，同时还为学生开设了第二课堂，让
他们利用课余时间赴合作的养老机构开展
志愿服务，构建校企合作实践育人共同体。

智慧养老提高养老水平
研讨会现场，与会专家们围绕国际健康

养老产业发展与挑战，国内外智慧养老的发
展趋势、最新理念、服务模式及服务技术，国
际健康养老产品设计与研发等议题展开交
流和研讨，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智
力支持。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李斌表示，
应对当下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引进和借
鉴健康养老职业教育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
对提高我国养老产业职业教育水平，推动产
业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5G时代来临，5G技
术、 大数据和物联网等都将投入到养老行
业。目前，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为老人进行服
务，在我省一些机构已经试点。比如，通过检
测平台，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位老人的呼吸
率、翻身次数等睡眠数据。系统进而对睡眠
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生成睡眠质量评估，
并供给医生参考， 全面掌握老人的健康状
况。同时，检测平台还安装有自动报警弹窗
功能， 即使老年人在半夜出现突发状况，服
务机构也能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智慧养老可以解决目前很多养老的痛
点。”黄岩松认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
老人的行为动作分析他们的需求；通过智能
监控，可以防范老人摔跤、走失的风险；运用
智能家居， 对老人进行一对一的差异化服
务。这些智能化服务都将大幅提高老人生活
的质量。 同时，5G技术也会带动养老产业的
升级，提高养老行业的服务质量。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丹

“跟我学相声，不要立志做相声表演艺术
家，而要当相声艺术家。跟我学习，不学表演，
学文学、学创作，争做相声作家，这是我的教
徒之法， 也是我的成功之道。”11月11日，笑
工场新湖南大厦剧场，面对7位新徒弟和全场
观众， 著名相声艺术家大兵提出了徒弟拜师
学艺的首要要求。

当天，大兵的老师、著名相声艺术家李金
斗也喜获新徒———湖南青年相声演员熊壮拜
在其门下，成为大兵的师弟。中国相声传承谱
系多了新成员，湖南曲艺界增添了新力量。

“南派相声好在哪里？作品好。”大兵进一
步解释了他对徒弟的首要要求。《免费电话》
《谁让你是优秀》《热情服务》《楼上楼下》《喜
丧》 ……回顾大兵的成名成家之路，20世纪
90年代，他正是靠着一部部出色的原创相声
作品，从长沙走向全国。

两场收徒仪式都是隆重又简朴， 既尊重
了中国相声的传统礼仪，仪式感十足；又考虑
了新时代的思想和特点。

大兵收徒仪式首先举行。曲艺界的3位艺
术家周卫星、刘颖、赵卫国分别担任引师、保
师、代师，先上场落座，见证拜师仪式。这是相
声界拜师的一大特色。“师叔引进门， 修行靠
大兵”“我六十好几了，也干不了几年了，最多
还干30年”……作为曲艺高手，引师、保师、
代师金句频出，逗得观众笑声不断。

尔后，黄荣、邱玉初、孟凡辽、张逵、余扶
贫、周茂、黎红谱7位徒弟上场。他们进入笑工
场从事相声表演都有3年以上，已经在湖南相
声界小有名气。

大兵携夫人上场，居中就坐。众徒弟给
师父师娘敬拜师茶，师徒互赠信物。

如何传承发展好相声艺术，师父们有话说。
保师要向师父及观众保证徒弟的人品。

于是，保师刘颖语重心长，向年轻的相声演
员们交代了“五道两做”：守正道、懂规矩、重
情义、知荣辱、能进退，做人吃亏、做艺吃苦。

“今天，7个年轻人拜在我的门下，我对
他们的艺术负责，对他们的言行负责。”大兵
说，“笑工厂创建10年，目标之一就是为湖南
曲艺界培养后起之秀。我们没有白做，培养
了一批观众认可的新秀，这是我最自豪的事
情。”他希望徒弟一辈子爱相声，“要想着如何
为相声添砖加瓦， 而不是从中索取什么”；珍
惜机会，把相声界的前辈都当做老师，团结
同道中人，这样湖南曲艺界才能恢复活力。

在收徒仪式上，大兵隆重向观众介绍了
3位已故的湖南曲艺界的大德先贤：欧德林、
彭延坤和杨志淳。 希望徒弟以先辈为榜样，
努力进取。

在李金斗收徒仪式上，李金斗向徒弟熊
壮赠送了4本书。他说，大部分相声演员对相
声的历史不了解，不忘初心，才能让相声艺
术发展得更好。

最后，李金斗带领在场全体相声后辈向
相声泰斗赵振铎的照片鞠躬。礼毕。

当晚，收徒仪式庆典演出在笑工场新湖
南大厦剧场举行，李金斗、大兵领衔，师徒联
手带来精彩相声。笑工场现在有两处“大本
营”：天心阁剧场每周五到周日晚演出；今年
夏天启航的新湖南大厦剧场，每周五、周六
晚演出。长沙又多了一处欢笑地，一个南派
相声的创作摇篮。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仙境张家界，快乐跑起来。
11月10日上午，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黄石寨、金鞭溪等旅游线路上，迎来捷兔慢
跑会员“欢送跑”。当天，来自全球62个国家
和地区的5300名慢跑爱好者，“跑”进张家
界核心景区，感受张家界魅力。

这是近年来湖南省举办的国际体育旅
游同类活动中最大规模的一次， 作为张家
界市今年冬季旅游营销活动之一，从7日至
10日，历时4天的慢跑会，横跨了张家界主
要景区景点，在绝版山水之间，享受自然之
美。

一次慢跑，体现张家界国际
品牌的亮度

捷兔慢跑会起源于1938年马来西亚
吉隆坡，遍及全世界184个国家和地区，是
两年举办一次的大型国际性活动。 参赛者
用爬山、慢跑等方式来促进友谊交流。

翻开此次张家界慢跑会的报名册， 参与
者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
英国、德国等62个国家和地区；年龄最大的
参与者80多岁，最小的3岁。

一次跑步， 为何能引得外国人跨越千
山万水来到张家界？ 答案在张家界的绝版
山水， 更在全球越来越具有存在感的品牌
影响力。

2017年以来，张家界围绕做精做美全域
旅游，实施“对标提质、旅游强市”战略。去年
10月，在2018丝绸之路工商领导人（张家界）
峰会上，84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
代表发布《张家界共识》，备受世界瞩目；今年
8月，张家界又创新性打造“丝路驿站”，搭建
张家界旅游经贸、特色产品、文化元素等“走
出去”的新平台。

一次慢跑， 凸显张家界体旅
融合的深度

体育与张家界，一直有解不开的缘分。
从1999年轰动世界的“穿越天门”开始，

法国“蜘蛛人”徒手攀爬天门山、达瓦孜传人
高空走钢丝、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黄龙洞中
外跑酷大赛， 均是国内将体育与旅游有机融
合的典范。

捷兔慢跑会亦是如此， 而且参与人数之
多、之广，是其他赛事所不及的。同时，赛事在
景区景点举办，慢跑会则涵盖城区、峰林、澧
水、表演、乡村等众多旅游要素，包括多个景
区景点， 是张家界利用赛事对旅游品牌的一
次集中展示。

密集的国家级赛事的举办， 是张家界全
力打造“运动圣地”的缩影。如今的张家界，各
类大小体育赛事贯穿全年，一年四季，矫健的
身影和快乐的笑脸不断地闪现在张家界的绿
水青山之间。

体育与旅游的巧妙融合， 也催生了一
批高质量的体旅项目： 到攀森国际汽车特
技表演城，体验血脉贲张的“轮胎回响曲”；
到红岩岭户外运动园，体验胆战心惊的“悬
崖之舞”……

一次次体育盛会的举办， 一个个体旅项
目的落成，让张家界整座城市软、硬实力得以
双提升。以捷兔慢跑会为代表的“体育+”，为
张家界旅游发展开辟了一种新模式， 在一场
场轰动效应十足的赛事中，张家界正“跑”进
旅游+体育的新时代。

科教前沿

老龄化社会呼唤更多服务

智慧养老成新趋势

昨天，笑工场新湖南大厦剧场———

李金斗、大兵收新徒

岳阳：筑牢基层“战斗堡垒”

一次慢跑，一种升华
———张家界举办亚洲捷兔慢跑会掠影

城市公园成
野生动物乐园

11月8日， 长沙县松雅湖国家
湿地公园，几只黑水鸡在夕阳下嬉
戏。该湿地公园占地5535亩，是湖
南最大的城市生态湖泊。2016年以
来，湖内种植香蒲、芦苇等水生植
物，让水体实现自我净化，水质达
到地表水质标准三类。目前，能监
测到鸟类40余种，城市公园成了野
生动物乐园。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