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湖南卫视春晚延续了“中国
风”的舞美设计，主舞台呈半椭圆球形，其
中设计了多个可变色的屏幕；舞台两侧设
置“绸带”线条，像双手环抱，寓意“丰收团
圆”。这样的舞美设计和精彩节目融合，为
观众呈现了兼具传统年味和现代时尚感
的视觉盛宴，受到各个年龄层次观众的喜
爱。

毛阿敏、田震两位老牌实力歌手登
场，献上 7 首金曲联唱，为观众带来满满
的“回忆杀”；“音乐大顽童”大张伟“玩”性

不减，在表演的歌曲串烧节目中，加入了
许多流行元素，为老歌注入新活力；老牌
实力歌手腾格尔将翻唱风格贯彻到底，用
最“硬核”的声音全新演绎 3首热门歌曲，
网友纷纷留言“注入灵魂”“有一种翻唱叫
腾格尔”。本次晚会首次设置了“家乡推荐
官”，由年轻人喜欢的偶像蔡徐坤担任。蔡
徐坤演唱《重生》，用唱跳表演表达不畏艰
难的态度。歌曲《华夏》融合城步吊龙、常
德丝弦等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配以
现代编舞，让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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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路面不平整，到处坑坑洼洼，出一趟门费好大劲。
现在路修好了，车子来来往往方便多了。”家住宁乡市道林镇
的黄育才经常把家中的农产品运去市场售卖，对于新修的公
路，他由衷赞叹。

民生大如天。近年来，宁乡市道林镇党委、政府始终以
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头等要事，心系群众冷暖，增进民生福
祉，聚焦难点、通点、堵点，用心落实每一项惠民德政，全力抓
好每一件民生实事，促进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努力让人民群
众享受更多的发展成果。

2019年，宁乡市道林镇通过多次调度石壁公路和G354改
扩建项目，实现公路建设成环成网。向上争资完成了道林尹垅
小学、双雄小学等6所学校的校舍提质、跑道维修工作。启用了
2700平方米的新农贸市场。新污水处理厂已竣工验收。完成
22.811公里农村“双投”和通自然村公路的道路硬化。改造升级
政务服务大厅。全年对城乡低保对象312户、555人，特困三无
对象 505 户、506 人，发放救助低保金 108.537 万元，实现大
病医疗救助20人，救济（助）临时困难家庭 78户、金额17.03
万元。免费为群众“两癌”检查 2200 人，优生遗传检查 219
对。 （黄 慧 刘石江）·精彩湖南·

宁乡市道林镇：
以民为本，全力增进民生福祉

湖南娄底市凯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将于2020年建设悦江山项目，现
进行“悦江山项目”工程施工招标。招
标基本情况如下：

一、项目资金来源：企业自筹，已落
实。

二、招标内容：悦江山项目，建设面
积约118000平方米。

三、工程地点：湖南省娄底市娄底
大道与静安街交叉口东北角。

四、工程承包方式：本工程以建筑
面积按每平方米综合固定单价（含税）
大包干方式，钢材和商品砼根据市场行
情调差，其余材料费和人工工资及机械
费均不调整。

五、工期要求：工期为630日历天。
六、工程质量标准：本工程质量必

须达到国家现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合格
标准，争创省优质工程。

七、付款方式：工程进度款按形象
进度节点支付。

八、投标人资格：具备独立资质的
法人，国企或国有控股企业。建筑施工
二级及以上资质，并有类似项目的工程
施工经验。禁止转包、挂靠和违法分
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九、本招标工程对未中标人不给予
补偿，各投标人自行承担其投标发生的
所有费用。

十、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年2
月1日 17：00 时前到湖南娄底市凯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取招标文件和
相关资料。

十一、评标办法：合理低价，综合
评估。评标方法由招标人自定，不予
公开和不接受质疑。评标合格后，实
行竞争性谈判和综合评估择优选定施
工单位。

招标内容和要求详见湖南娄底市
凯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悦江山项
目”工程施工招标文件。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 东
联系电话：13973875301

湖南娄底市凯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9日

招 标 公 告 1 月 15 日，祁阳县龚家坪镇窑头铺村委会前热闹非

凡，土鸡、土鸭、腊肉、鱼、土鸡蛋、青菜等当地土特产琳琅

满目，品相喜人。农户们开心地叫卖着，永州市人防局、祁

阳县文旅广体育局 100 多名干部职工挑选着自己喜欢的

农产品，脸上洋溢着喜悦。当天，这场消费扶贫农产品购

销现场会销售额近3万元。

去年以来，祁阳县实施以“好货出巷、好景出山、好汉

出乡”的“三好三出”消费扶贫新模式,大力开展扶贫农产品

“进机关、进学校、进医院、进企业”行动，采取“以购代捐”

“以买代帮”等方式采购贫困村农产品。全县 75个贫困村

驻村帮扶工作队主动了解贫困户的销售需求，全面摸底贫

困户农特产品“家底”，发布需求清单，积极对接后盾单位

到所联系的贫困村现场消费采购农特产品，切实帮助困难

群众解决实际生活问题，更好地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奔小康

内生动力，推动农家农特产业市场化，助力脱贫攻坚。

（唐书东 刘志军）
·精彩湖南·

祁阳：
消费扶贫助力 农村土产销旺

从祁阳县潘市镇的龙溪村、高江村、陶家湾村，一路
走来，古村民宿、小桥流水、道路通畅；各家各户窗明几
净，房前屋后绿树成荫……闲暇、周末、节假日，从城市到
乡村，享受田园风光、体验农耕文明已经成为了一种新时
尚。这是该县大力开展美丽乡村“一拆二改三种四清洁”
行动，全面整治农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一
个缩影。

2019 年，该县已累计拆除危房“空心房”340.7 万平
方米、改水 4 万户、改厕 5.2 万户，完成了所有村庄规划
编制，新建村民集中建房点 25 个，实施了 4 个建制镇
4700 户共计 250 万平方米的风貌改造。同时，在居民
集中点推行“三格化粪池+小微人工湿地”污水治理模
式、城乡环卫一体化“垃圾不落地”管理模式，做到精细
化、人性化管理，让群众从每个细致入微的设计中，切
实感受到城市的温度，打造成“产业发展示范带、人居
环境示范区、乡村旅游示范片”，做到一步一景、一村一
品、一村一韵。

（唐书东 刘志军）
·精彩湖南·

祁阳：让农村留住美丽乡愁
富鸿资本（湖南）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富鸿租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100336372967Q）拟进
行股权转让及法定代表人变更，富鸿
租赁原股东拟将其所持有的富鸿租赁
100%股权进行转让，并通过债权债务
申报等方式确定富鸿租赁的债权债
务，现将相关债权债务申报事项公告
如下：

一、申报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申报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
2、申报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四

环西路58号理想国际大厦20层
3、申报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李璨舟 010-50815732

二、申报债权、债务形成的时间及
范围：

申报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前与富

鸿租赁形成的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

债务关系（包括担保关系等或有债权

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权益、债权、

股权、担保权、物权、租赁权、共有权、

收益权等各种权利及对富鸿租赁负有

的债务。

三、现场申报所需提交资料：
1、申报人的主体资料。包括但

不限于（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加盖公章、（自然人）身份证复印

件（需携带原件供核查），委托他人

申报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复

印件（需携带原件供核查）和授权委

托书原件。

2、有效债权、债务凭证。包括但

不限于合同、发票、工程结算凭证、银

行单据、权属凭证、生效判决或裁定等

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及资料的复印件

（需携带原件供核查）。

3、债权、债务申报书。由申报人

出具，申报书应载明申报人的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姓名/名称、地址、联系人、

联系方式等）及申报金额、性质、有无

担保等内容，并签字盖章。

四、注意事项：
1、申报人应在本公告确定的申报

期内进行及时、合法申报或权利主张，

逾期申报的，则自公告届满之日起，视

为相关权益人自动放弃对富鸿租赁债

权等权利、权益进行追索、追偿的权

利。但无论是否申报，均不视为富鸿

租赁放弃任何权利。

2、如虚假申报，富鸿租赁保留追

究虚假申报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公告

富鸿资本（湖南）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1日

债权债务申报公告
湖南娄底市凯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于 2020 年建设悦

江山项目，在第一期商铺设立营销中心，现进行“悦江山营销中
心装饰工程”招标。招标基本情况如下：

一、项目资金来源：企业自筹，已落实。
二、招标内容：悦江山项目营销中心装饰工程，施工面积约

760平方米。
三、工期要求：工期为60日历天，本工期包括备货至货到项

目现场安装完毕且经招标人及相关单位验收合格移交止。
四、投标人资格：具备独立资质的法人，并有类似项目的工

程施工经验。本次招标实行资格预审，投标人为通过招标人资
格审查的合格单位。

五、本招标工程对未中标人不给予补偿，各投标人自行承担
其投标发生的所有费用。

六、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2月 1日 17：00 时前到湖
南娄底市凯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获取招标文件和相关资料。

七、评标办法：合理低价，综合评估。评标方法由招标人自
定，不予公开和不接受质疑。经评标合格后，实行竞争性谈判和
综合评估择优选定施工单位。

招标内容和要求详见湖南娄底市凯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悦江山营销中心装饰工程”招标文件。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东 联系电话：13973875301

湖南娄底市凯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9日

招标公告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谭曼 齐雯

“湖南卫视春晚节目
单”“霸王别姬好美”“毛阿
敏田震串烧”登上热搜榜，

“外国青年点赞十八洞村”
“舞台表现燃爆炸裂”成为
网友热议的关键词……1
月 18 日晚，“2020 湖南卫
视春节联欢晚会”惊艳亮
相。这场以“奋斗奔小康
幸福过大年”为主题的晚
会，通过创新节目类型，在
展示脱贫攻坚成果的同
时，为全国观众送上了一
顿色香味俱全的可口“团
圆饭”，收视率和口碑再创
佳绩。

据统计，本次晚会在
全国网、城域网、欢网、酷
云四大网站的收视率排名
中位居第一，在传统电视
端与智能电视端的所有频
道中均位列第一。截至节
目播出结束，#湖南卫视
春晚#微博话题阅读总量
达 21.3 亿次，讨论次数高
达 1468.8 万次，话题词#
奋斗奔小康，幸福过大年
#晚会内容在网络上引发
大量讨论。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唐林）光影丰富人生，陪伴
温暖亲情。1 月 24 日至 2 月 8 日，省电
影局将举办“光影·陪伴”新春观影活
动。广大市民可以陪伴家人亲友走进
影院，看看丰富多彩的电影，培育健康

有益的新年俗。
据悉，本次活动将由新春观影、

影评征文、电影文化宣传普及、传播
陪伴与亲情理念 4 部分组成。春节期
间，将有《唐人街探案 3》《姜子牙》

《囧妈》等 9 部新片上映，省内各院线

公司、影院将推出亲情专场、亲情套
票，开通网络抢票，开展会员优惠、礼
品赠送活动等。省电影行业协会将与
红网、新湖南联合组织开展影评征文
比赛，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推荐
到有关报纸杂志发表。征文启事将在
红网、新湖南等媒体刊登。同时，各院
线公司、影院会推出电影文化宣传普
及活动，让观众在观影的同时多一份
收获。

光影丰富人生 陪伴温暖亲情

春节，陪亲友去看电影吧

博物馆里
年味浓

1月 20日，长沙简牍博
物馆，孩子们在参加猜灯谜。
春节将近，长沙简牍博物馆
设立“年味大街”，精心安排
了猜灯谜、做灯笼、体验皮影
等富有浓郁年味的多项社教
活动。市民只需提前预约报
名，即可免费来“年味大街”
沉浸式体验一个热热闹闹的
新年。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主旋律内容时尚表达

湖南卫视春晚收视率四网第一
湖南卫视春晚历来备受关注。今年的春

晚围绕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湘韵湘情，将主题确定
为“奋斗奔小康 幸福过大年”，集中展示湖
南在过去一年中收获的累累硕果。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全方位
展现我省脱贫攻坚的成果是本次春晚的重
中之重。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
准扶贫，引领推动全国上下打响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攻坚战。6年多来，十八洞村通过积
极探索，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
之路。因此，本次春晚在十八洞村设立了分
会场，将十八洞村的村民和到此探访的留学
生推向了舞台中央；邀请湘籍著名歌唱家王

丽达携手电视节目《声入人心2》的优秀成员
一起，演唱《十八洞飞出幸福歌》，歌颂十八
洞村的崭新面貌，唱出村民的幸福喜悦；备
受群众喜爱的“凤凰传奇”组合热情演绎《中
国喜事》，与村民同喜同贺。分会场精彩的表
演与主题VCR《十八洞村的年味》相结合，
让全国人民看到了近年来十八洞村脱贫攻
坚的显著成果，“幸福十八洞”的美丽画卷跃
然眼前。

此外，晚会还特别设置了以“扶贫年
货”为主题的后台媒体直播间，参与晚会
表演的艺人在晚会表演结束后进入直播
间，为湖南 12 个市州的扶贫农产品“打
call”，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助力扶贫工作
的开展。

歌曲不止有动人旋律，小品不仅仅是
逗人一乐。今年的湖南卫视春晚，力图用
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喜爱的方式，聚焦
时事热点，传播正能量。

陈香水、廖佳琳等湘籍歌手用一曲《洞
庭天下水》，将歌曲与传统杂技相结合，演绎
了不一样的“诗意洞庭”。与之相对应，主持
人汪涵作为麋鹿世界自然基金会麋鹿保护
大使，在与洞庭湖渔民、东洞庭湖鸟类保护
工程师等环保人士的互动环节中，聚焦洞庭

湖江豚、鸟类保护话题，发出保护环境的呼
吁，引人思考。人气歌手李宇春演唱了其作
词的歌曲《给女孩》，歌词内容源自她对于去
年社会热点事件的思考，表达对女性群体的
关爱和对人性的反思，清新隽永的歌词、轻
盈欢快的旋律很受年轻观众欢迎。

小品《消失的新郎》则以凡人小事为
切入口，展现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阅兵仪式这一重大主题，让观众豁
然开朗，笑点与泪点齐飞。

新颖方式聚焦时事热点，传播正能量

年味与时尚兼具，老少咸宜乐融融

全景式呈现十八洞村脱贫攻坚战成果

陈惠芳

如今，文学奖多如牛毛。除了公认
的国家级“四大奖”鲁迅文学奖、茅盾
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从中央到
地方，从纸媒到网络，奖项五花八门，
甚至出现“QQ级”与“公号级”。QQ群
与微信公众号，都可以设一个奖项玩
玩。

设了奖项，就需要评委。评委也分
了级，有提名评委、初评委、终评委。一
件作品是否“入得法眼”，是否获奖、获
什么奖，言之“过五关斩六将”不为过。

所以，评委们“位高权重”，是参赛者心
中的“神”。

重在参与。这是谦逊之辞。其实，
心里边还是想着获奖。除了极个别居
心不良、弄虚作假者，相信绝大多数参
赛者拿出了自认为得意的作品，且态
度诚恳。但，梦想、得意是一回事，入
围、获奖又是另一回事。等到获奖名单
公布，众说纷纭。获了奖的，感激评委

“慧眼识珠”。名落孙山的，怨言评委
“有眼无珠”。当然，也有处之泰然的
“获奖专业户”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的“老油条”。

总之，评委们处于风口浪尖上。
“猫腻”“内定”“潜规则”一类的口舌，
是少不了的。规范了的评奖，有了“公

示”的环节，也有了纠错修正的可能。
但不少人依然对评奖环节存疑。事实
上，在一些级别高、奖金足的奖项中，
评委与获奖者隔几年互换的现象并不
鲜见。“打酱油”的参赛者，只能以“你
懂的”自嘲了。

我也是当过评委的人。我始终把
握一条原则“重文不重名”，不受“旁门
左道”的影响。入围作品中，匿名或不
匿名，跟我的评判无关。评奖，确实没
有绝对的尺度，只不过是相对公正罢
了。获奖，也不是衡量作品优劣的唯一
标准。参赛者要有“拿得起放得下”的
心态，不必纠结于此。

如果你来当评委，能不能保证“影
子斜心术正”？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龙文
泱 通讯员 刘思佳）今天，2019年湖南
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工作总结表彰
大会暨湖南第九届农民工春节联欢晚
会在长沙实验剧场举行。数百名农民
工应邀走进剧场，共迎新春。

本次活动由省文化艺术基金会、
省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总队主办。唢
呐独奏《百鸟朝凤》、女声小组唱《山村

的笑》、长沙弹词《风劲好扬帆》、小品
《懒汉脱贫》……晚会以“情系中国梦
关爱农民工”为主题，通过歌舞、戏剧、
曲艺、小品等多种艺术形式，全面立体
展现新时代的农民工形象。

湖南农民工春晚自 2011 年启动
以来，已连续举办 9 届，具有鲜明的地
方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成为我省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活动品牌。本

届春晚，还在永州、怀化、郴州等地举
办了分会场活动。

晚会开始前，举行了全省文化和
旅游志愿服务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2019年，我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围绕“春
雨工程”“阳光工程”“圆梦工程”等，创
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为广大群众送上了优质的文旅产品和
文旅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活
动现场，53 名优秀志愿者、33 个示范
项目、22个优秀社区、37 支优秀团队、
20名优秀组织工作者受到了表彰。

湖南农民工春晚上演

如果你来当评委湘水余波

湖南日报1月20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湛志飞）近日，国内多地出
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目
前正处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
节，又恰逢春运人口流动高峰期，湖南
省疾控中心专家今天提醒，市民要做
好个人防护，如有发热、呼吸道感染症
状，请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戴口罩、勤洗手、通风等都是非常
有效的预防手段。面对五花八门的口
罩该如何选择？湖南省疾控中心微生
物检验科副主任医师夏昕表示，普通
市民一般情况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即
可。

记者走访发现，市面上常见的口
罩可以分为三类：医用外科口罩、医用
防护口罩（N95口罩）、普通棉纱口罩。
专家提醒，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时，白色

的纱布朝内，蓝色的防水层朝外，有金
属片的一边朝上，不要戴反，橡皮筋挂
上双耳后捏紧金属片和鼻子贴合，抚
平两颊，使口罩和面部之间尽量不留
缝隙，医用外科口罩可以阻挡 70%的
病原菌。

医用防护口罩，即常用的 N95 口
罩，实际上分为两种：一种是防生物口
罩（蓝绿色），型号 1860 或 9132；一种
是防尘口罩（白色），型号8210。市民在
购买时应选择防生物的医用防护口
罩，N95口罩可以阻挡95%的病原菌。

而棉纱类口罩材质可能为棉布、
纱布、毛线、帆布及绒等，由于材质本
身不够致密，无法起到预防感染目的，
只能阻挡36%的病原菌。

夏昕表示，市民如果是去一般露
天公共场所、不与呼吸道病人近距离

接触，佩戴医用外科口罩足矣，不必过
度防护。但如果会接触疑似呼吸道感
染的病人，则需要佩戴防生物的 N95
口罩，才能起到有效的防护。

不过，口罩不宜长期佩戴。为了防
止感染，有些人可能一天到晚都戴着
医用口罩，但这样会使鼻粘膜变得脆
弱，失去鼻腔的原有生理功能，降低抵
抗力，所以在人口密度不高、较通风的
场所可以不用佩戴口罩。

医用口罩不用时，不建议口罩摘
下来直接塞口袋里或包里，这样容易
造成二次污染，一定要叠好放入清洁
的自封袋中，并且将接触口鼻的一面
朝里折好。

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呼吸道
疾患？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勤洗手（使
用肥皂和清水或含有酒精成分的手消
毒剂），咳嗽和打喷嚏时使用纸巾或弯
曲手肘掩盖口鼻，避免近距离接触任
何有感冒或流感样症状的人，烹调时
彻底煮熟肉类和蛋类，在无保护时避
免接触野生动物和家禽家畜。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专家教你选口罩戴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