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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20℃～27℃
湘潭市 多云 19℃～26℃

张家界 多云 19℃～27℃
吉首市 多云 18℃～28℃
岳阳市 多云 20℃～28℃

常德市 晴转多云 20℃～27℃
益阳市 多云 20℃～28℃

怀化市 多云 19℃～27℃
娄底市 多云 21℃～27℃

衡阳市 多云 20℃～26℃
郴州市 多云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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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 多云 20℃～27℃
永州市 多云 19℃～27℃

9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
北风 ２～３ 级 19℃～27℃

本报9月25日讯（陈鸿飞 朱章安
颜洪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加
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 近年
来，衡阳市探索成立非公经济组织党
工委，在非公经济组织开展党群组织
“百日千家大组建”活动，并以党建为
主导，实现党建、工建、团建、妇建“四
建”互动，取得明显成效。

据了解 ，目前 ，衡阳市有非公经
济组织1.3万多家， 从业人员39.7万多
人， 已建立党组织396个， 发展党员
7966人。近日，中组部调研组前来调研

后，对该市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给
予肯定。

近年来 ， 衡阳市委按照 “一企
一策 ” 原则 ， 对具备建立党组织条
件的非公经济组织， 落实组建措施、
时限和责任 ， 及时组建 ； 对暂不具
备条件的 ， 先建立工会 、 共青团等
群团组织 。 凡有正式党员 3名以上
的 ， 要求单独建立党组织 ； 正式党
员不足3名的， 按照地域相邻、 行业
相近原则 ， 通过村 （社区 ） 联建 、
行业联建 、 项目联建方式 ， 组建联

合党组织 。 目前 ， 全市共建立联合
党支部126个 ， 共涉及非公企业338
家 。 对规模以上非公企业 ， 还通过
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到企业担任党
支部书记， 帮助企业建立党组织。

在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中，衡
阳市重点强化制度 、阵地建设 ，并落
实好经费。 市委组织部联合工会、团
委、妇联等，整合资源，在非公经济组
织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建设党员职
工活动中心 ，中心下设图书室 、娱乐
室、 心理咨询室和党员职工服务站。

市、县两级财政把非公经济组织党工
委工作经费列入预算，组织部门对非
公经济组织党员缴纳的党费全额返
还。 300多家市、县机关单位一对一联
系非公企业，确保其党组织活动正常
开展。 同时，组织开展“从我做起、向
我看齐，争当科学发展排头兵”活动，
在非公经济组织建立党员突击队、党
员示范岗 、党员阳光台 ，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目前，全市非公经济
组织组建党群组织、参与创先争优活
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本报9月25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黄春平 何平生） 9月新学期
开学， 炎陵县1.8万名中小学生全部
用上了钢木结构的新课桌椅 。 这是
该县持续推进 “教育强县 ” 建设的
变化之一 。 今年教师节 ， 县里拿出
近70万元， 重奖优秀教师。 目前， 该
县正为在2012年实现省级 “教育强
县” 创建目标而冲刺。

人口仅20万人的炎陵，地处偏远，
财力有限，是省级贫困县。 但近些年

来，该县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其“小财
政敢办大教育、 小学校率先大集中”
等经验 ，受到国家财政部 、教育部肯
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赞炎陵“办
成了中国农村的优质教育”。

为创建省级 “教育强县”， 炎陵
县实施课堂教学改革 、 校园文化建
设、 书香校园建设、 学生特长培养、
文明礼仪教育 、 家长学校建设 、 靓
丽校园建设等 7大教育工程 。 近两
年 ， 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达到2亿元 。

目前 ， 已在中小学校所有班级装备
多媒体教学设备 ， 并成功创建12所
省级合格学校 ， 还先后启动17所合
格学校 （幼儿园）、 农村教师周转宿
舍 、 一校一塑胶运动场等建设 。 同
时， 投入6200万元， 高标准建设占地
6.6万平方米的文体中心。

为提高教育质量 ， 炎陵县大力
加强合作办学 。 继去年与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 长沙市一中合作办学后，
今年15所乡镇学校又成功与长沙市8

所优质初中、 7所优质小学开展为期
两年的 “手拉手” 援助办学。 同时，
每年选派800名教师赴各地名校跟班
学习 ， 并邀请省内外名师来炎陵讲
学 ， 从省里引进30名以上特岗教师
来炎陵执教 ， 从全国各大高校公开
招聘30名紧缺学科优秀毕业生充实
教学一线 。 今年上学期 ， 该县小学
教学质量抽检结果和初中毕业水平
考试成绩均居株洲市前列 ， 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合格率达100%。

衡阳加强非公经济组织党建
已建立党组织396个，发展党员7966人

炎陵全力创建省级“教育强县”
已建12所省级合格学校，并启动17所合格学校等建设

本报9月25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姚跃初 ） 23日上午 ， 由湖
南路桥建设集团公司承建的永州大
桥正式通车。 永州大桥的建成， 在
打通省道S217永州至邵阳的最大障
碍的同时， 永州湘江两岸居民又添
一条便捷的过江通道。

据了解， 永州大桥是位于永州
潇湘大桥下游跨湘江的一座大型城
市公路桥梁， 也是省道S217永州至

邵阳的一大控制性工程。 大桥总长
751.28米 ， 桥梁宽度28米 ， 设计行
车时速80公里 ， 项目于2008年9月
正式动工。 永州大桥建成通车， 对
提高区域内公路的通行能力和通达
深度， 加强区域乡镇之间以及区域
与外界之间的联系， 带动当地经济
发展， 完善永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 缓解潇湘大桥车辆通行压力均
具有重要意义。

9月25日，
苗家姑娘在吉
首市乾城戏院
表演竹竿晒鸡
蛋巫傩绝技 。
该 市 大 力 挖
掘、 保护和传
承地方巫傩神
秘文化， 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
产底蕴， 打造
“ 谷 韵 吉 首 ，
带您走进神秘
湘西” 旅游品
牌。

姚方 摄

本报9月25日讯 （通讯员 向民
贵 熊敏 记者 张湘河）泸溪县总投
资608万元的山洪地质灾害防治非
工程措施第一期工程正式竣工 ，22
日，通过自治州验收，投入试运行。

泸溪县山多、溪河多、地质灾害隐
患多。 为了加强对山洪地质灾害的防
治， 该县积极向上争取建设山洪灾害
防治非工程， 并顺利成为全省第一批
39个非工程措施建设项目县， 非工程
措施建设项目包括监测子系统建设、

监测信息汇集和决策会商平台建设以
及预警子系统建设等部分。 该项目投
入使用后，可以适时向各级政府、相关
社会机构和社会公众提供山洪地质灾
害预警服务，争取有效防范时间，适时
采取避灾措施， 以提高全县防御山洪
灾害的水平和能力， 初步形成防汛监
测、预警、决策现代化系统。

据悉，该县投资190万元的山洪
地质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第二期工
程计划任务将于9月开建。

本报9月2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黄涌泉） “前天向
村支部提的问题今天就公布了， 村
支部真是什么都不保密呀。” 近日，
湘阴县新泉镇王家寨村党员王贵明
指着村党支部公开栏高兴地说。 群
众对村党支部的 “全景式 ” 了解 ，
得益于该县大力实施党务公开。 今
年来， 全县各级党组织已召开党务
公开征求意见会235次 ， 收集并及
时答复党员群众提问796个。

该县还定期对各乡镇党委 、县
直单位党组织和农村党组织党务公
开情况进行督导， 对应公开而未公
开的予以通报批评， 限期整改。 同
时，建立民主评议机制，对群众评议
情况和反映的意见、 建议及时反馈
到相关部门，抓好整改和落实。 该县
东塘镇青竹桥村村支部书记张育林
感慨：“全部摊在阳光下， 群众的猜
疑少了，干部乱来的事也少了，大家
心气顺了，干群矛盾也少了。 ”

永州大桥建成通车

泸溪山洪地质灾害防治首期工程竣工

(紧接1版①) 他们对记者说， 陈君文的
讲话， 传递出的是力量、 信心和斗志。

在记者采访时， 陈君文加重语
气， 连续多次强调 “发展”： “聚精
会神促发展， 真抓实干促发展， 凝
心聚力促发展， 清正廉洁促发展。”
他说， 发展， 始终是第一要务、 第
一责任。 株洲在全省有没有地位和
影响， 要看发展； 民生有没有更好
的保障和改善， 要看发展； 新一届
市委班子在任期内有多大业绩和贡
献， 更要看发展。 所以新一届市委
常委班子一定要带加快发展之头 ，
鼓加快发展之劲， 聚加快发展之力。

株洲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 ，
今后5年 ，株洲发展的主题是 “办实
事、抓落实，加快建设‘两型’社会”。
其总体目标是“两个基本建成、三个
翻番”， 即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基本建成 “两型 ”社会示范区 ，实现

GDP、财政收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翻番。 为此， 株洲市确立了科教先
导、产业转型、城镇带动、民生优先4
大发展战略，明确了产业转型、城镇
带动、改善民生 、协调发展 、社会建
设5个工作重点。

谈到如何实现株洲未来5年发
展目标时，陈君文表示，要坚决克服
现在干部队伍中“设计员、规划员太
多，施工员太少 ”的弊端 ，不提新口
号、只吹进军号 ，不讲大道理 、只重
抓落实，把心思凝聚到干事业上。 要
大力倡导 “干实事为荣、 不落实为
耻” 的风气， 把精力集中到办实事
上，把本事体现到抓落实上，一件事
一件事抓落实， 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抓落实，干出实实在在的事业，形成
“全心抓落实 、全面抓落实 、全员抓
落实、全程抓落实 ”的局面 ，争当全
省转方式、建“两型”的排头兵。

（紧接1版②）信心是由实力带来的，
更是理念、眼界、胸襟造就的。 数字
排位前移了，发展境界也提升了；项
目建设带来了眼前的财源， 而新兴
产业更积蓄了长远发展后劲； 城市
面貌日新月异 ，而打造 “大城衡阳 ”
的影响更为深远。

张文雄说，这几年，全市把改善民
生始终放在首位，每年集中财力、物力
办一些实事，把幸福送到百姓家门口。
背街小巷改造、“四场一厕”建设、公共
服务设施六进社区、 保障性住房建设
等，被老百姓称为“家门口工程”，这些
工程极大地提高了衡阳人民的幸福指
数，增强了百姓的自信心。

张文雄介绍，未来5年，是衡阳市
科学发展、 加快转变的关键时期，也
是充满机遇、 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
期。 要肩负历史赋予的重任，必须坚
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加快推进
“四化两型”， 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含量

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
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打造“工业新
城”。 要打响体制机制创新攻坚战，向
体制机制创新要资源、要市场、要活
力、要动力。 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
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
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
的源泉充分涌流。

张文雄说， 实现未来5年目标，
我们充满信心。 因为有战略的指引
也有机遇的分析， 有天生的优势也
有实干的精神， 有自身的努力也有
协作的推动 ，项目 、科技 、市场三大
力量交汇 ，正在将 “四化两型 ”的美
好蓝图绘成衡阳的实景， 而站在我
们身后的790万衡阳人民将给予我
们鼓励、支持和共进的不竭动力。

满怀信心的新衡阳， 必将使人
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加
充满自信。

(紧接1版③)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践行
执政为民的理念，通过为老百姓办实
事，使一方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

“非常感谢上级组织的信任和
怀化人民的支持， 我将以更加扎实
的作风为老百姓谋福祉。”李亿龙以
深情而坚定的语气说，“怀化作为一
个后发展地区，实现后发赶超，就是
要有不甘落后的信念、 科学谋划的
智慧、 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创新务实
的作风 。今后5年 ，新一届怀化市委
要靠这种精神， 推动怀化各项事业
的发展，跻身全省第二方阵，实现文
明幸福目标，创造更大的辉煌。”

“这次党代会提出综合实力跻身
全省第二方阵，是符合怀化实际的。”
李亿龙说， 制订这个目标是基于3个
方面的考虑： 一是区位条件和优势。
作为大西南的“桥头堡”，怀化的辐射

面可达9万平方公里1500万人口。因
此，怀化可以利用独特的资源、区位、
辐射优势，发展商贸物流主业，把区
域中心打造出来。二是现有发展基础
已具备跻身全省第二方阵的条件。未
来5年，怀化将建成能源、生物、林木3
大产业基地。 三是定位第二方阵，是
全市人民的殷切期盼。 通过民意调
查，全市干部群众认为怀化应该处的
地位是湖南中等偏上水平。

实现跻身全省第二方阵目标，主
要从哪几个方面发力？ 面对记者提问，
李亿龙胸有成竹：“第一， 转变发展方
式， 调整经济结构， 壮大经济实力。第
二，创新社会管理，化解各类矛盾，促进
社会和谐。第三，着力改善民生，发展社
会事业，提高幸福指数。总之，要围绕
‘文明幸福’这个主题，做好这3篇大文
章，全力推动怀化跻身全省第二方阵。”

� � � � (上接1版④)

二
走进鹿原陂 ，拜谒炎帝陵 ，一部

神圣的“炎帝史话”徐徐打开……
陂下，便是当代整修一新的炎帝

陵殿。陂上，便是当代新建的公祭区，
主体建筑为神农大殿。

炎帝陵殿，矗立着炎帝神农氏金
身祀像 ；神农大殿 ，耸立着炎帝神农
氏石雕祀像。

两座炎帝神像尽管风格迥异，意
蕴却是一致：“始种五谷以为民食、制
作耒耜以利耕耘 、 遍尝百草以治民
恙 、织麻为布以御民寒 、陶冶器物以
储民用 、日中为市以利民生 、制弧剡
矢以御侵凌、居榭造屋以安万民。”炎
帝赫赫 “八大功绩 ”，为神农大殿左 、
右、后三面墙上巨幅石雕壁画内容。

炎帝每一项创造与发明，引领着
人类从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开启
了中华文明的浩浩源头，奠定了我们
今天物质生活的基础。

面对炎帝神农氏，这位矗立于中
华文明遥远源头的伟人，人们不禁要
问：炎帝到底是人还是神？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炎帝是人不
是神，是我国上古时代杰出的部落首
领 ，农耕文化的创始人 。之所以产生
神人异议，是一些古籍记载或民间传
说，仰其“泽被生民，恩在神州”，为弘
其精神而将其神化所致。

造型如山的炎帝石雕像，身高9.7
米，底座长8.9米，宽4.7米，气势雄伟，
就像一座丰碑耸立在中华儿女心中。

雕像两边石柱上的对联是：到此
有怀崇始祖 ，问谁无愧是龙人 ！在炎
帝的雕像前，我们每个人确实都应思
考这个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 ！面对历
史，面对未来，我们应该无愧于前人，
也应无愧于后人。

三
走出神农大殿，便是蔚为壮观的

炎帝陵公祭区。
“炎帝神农氏在历史传说中是与

农、工、商、医、文等各领域的发明创造
分不开的一位神祇， 因而一直受到历
朝历代炎黄子孙的无比敬仰和祭祀。”
自称守陵人的炎帝陵管理局局长朱建
军颇为自豪地对记者说， 现在，“炎帝
陵祭典”亦为“炎陵觐祖”，在人文景观
类“新潇湘八景”中名列第二，还被入
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记者了解到，“辛卯年炎帝陵祭祖
大典”将于2011年9月28日在此隆重举
行。 祭祖大典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省
长徐守盛担任主祭人， 邀请国家领导
人出席祭祖大典， 副省长郭开朗担任
主持，并设立“襄理主祭人”以吸引和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炎帝陵的建设。

与过去公祭活动不同的是， 祭祖
大典采取“仿古预祭”形式，以保持作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炎帝陵祭祖大
典”的严肃性和纪念性，充分体现浓厚
的民族特色。其次，既隆重又节俭，全
程统一乘车，统一行程，统一着装，统

一佩饰，统一队伍方阵，简化繁琐的礼
节，充分表现炎帝清政、爱民的精神。

“炎帝陵祭典”的祭祀，分官方祭
祀和民间祭祀两种。民间祭祀连年累
月不断 ，历代以来香火鼎盛 ，绵绵不
绝，延续至今。官方的公祭、告祭也从
古代一直延续下来， 据史料记载，盛
大的祭典于宋代就“三岁一举”，明代
不下15次，清代有38次之多。

炎陵县 “炎帝陵祭典 ”的祭祀方
式包括文祭、物祭、火祭、乐祭、龙祭，
其中龙祭最具特色和独创性。

上古时代 ，为驱虫禳灾 ，炎帝教
人用稻草扎成龙形，龙身插满用艾叶
制成的燃烧物， 夜间沿田埂起舞，旁
人呐喊助威，意在“诱杀成虫，吓破虫
卵 ”。后来 ，人们用稻草扎成龙形 ，外
裹红布或黄布 ，拴上铁丝网兜 ，内装
炭球和辅助材料，夜间点燃后随风起
舞，舞动之处焰火飞腾，繁星点点，煞
是壮观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炎陵火
星龙”， 并逐渐衍生出三人布龙 、草
龙、竹叶龙、板凳龙等龙舞形式。

如今，“炎帝陵祭典” 龙祭的种类
和表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既有
独具炎陵特色的三人布龙和火星龙，
也有代表56个民族的56节长龙、代表5
大洲华夏胄裔的5色龙；既有蕴含中国
传统文化内涵、 反映炎帝重八卦生太
极的阴阳八卦龙， 也有表现民族精神
和时代精神的竞技龙、人龙、飞龙、荷
花龙、“九龙盘柱”等现代龙舞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炎帝陵在海内外
知名度 、影响力不断提升 ，每年前来
炎帝陵寻根祭祖的海内外炎黄子孙
达数十万人次。

以“炎帝陵祭典”为极大机遇，近
年来，炎陵县委、县政府以“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 ”和 “炎帝文化
研究会 ”为核心 ，组织人员全方位对
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深入

挖掘 、传承和研究 ，搜集整理民间信
仰 、民间文学 、民间音乐 、民间舞蹈 、
手工技艺、体育竞技、传统医药、时岁
节令、消费习俗等13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建立了炎陵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数据库， 现公布150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重点保护。

炎陵成为目前株洲市唯一具有国
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的县，连续两年获“全国文
化先进地区”称号。《炎帝陵祭典》、《炎
陵三人龙》、《炎陵客家山歌》、《炎帝传
说》、《苏区歌谣》、《瑶拳》 先后被列入
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丰富深化了炎帝文化内涵。

四
在炎帝陵公祭区，以炎帝文化提

升景区品位、以炎帝精神加快景区建
设的场景也是一片红火。

一个叫“福林”的祭祀区，位于炎
帝陵公祭区鹰鹿广场以西 、 洣水以
南，占地约70亩。记者迈步走去，只见
人头攒动，许多人正在“福林”种植纪
念树以示崇祖之情 。这也是 “辛卯年
炎帝陵祭祖大典”的一大亮点。

炎帝陵基金会的同志介绍，现在，
来炎帝陵寻根祭祖、 感恩祈福的海内
外华人越来越多。 一般稍大一点的祭
祀都要求立碑纪念。这样既浪费资源，
又占用土地。为此，特在炎帝陵公祭区
规划了一块植树绿地，取名“福林”，意
在“植崇德树，造祈福林”，实现“以树
寄情、以树夙愿”。今后除公祭和大型
民间祭祀以外，均在“福林”植树取代
立碑，这样既满足祭祀者、旅游者的需
求，又自然、绿色、环保，节约了资源，
美化了景区环境， 还能吸引更多的海
内外华人参与炎帝陵景区建设。

炎帝陵景区建设 ，2000年以来 ，
主要以炎帝陵公祭区建设为主。2002

年10月和2009年12月先后完成炎帝
陵一期和一期续建工程，总投资约1.5
亿元。建成了神农大殿、祭祀广场、祭
祀大道 、龙珠桥 、朝觐广场 、咏丰台 、
鹰鹿广场、入口广场、交通广场、上山
车道 ，以及庙前广场 、圣火台改造和
配套的绿化景观、文化工程等。

为进一步建好炎帝陵， 省委、省
政府作出成立湖南省炎帝陵基金会，
并在株洲市专设办公室，加强对炎帝
陵的管理和建设，以炎帝陵为代表的
历史人文旅游品牌列为全省重点打
造的三大旅游品牌之一。

目前，正对原有炎帝陵总体规划
进行评估和修订，尤其是核心景区规
划的修订，并将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和
设计单位，对炎帝陵现状和发展作专
题研讨，为炎帝陵的保护和开发提供
新思路和新思维。

炎帝神农氏为中华文明的发端
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准备了最初的物
质 、文化基础 ，凝聚而铸就了伟大的
炎帝精神，集中体现为不畏艰辛的艰
苦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
神 、厚德载物的民族团结精神 、为民
造福的崇高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对于
我们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越有形之物，
成为了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我们
的民族之魂。炎帝文化是中华民族文
化之源，是凝聚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民
族之魂。

“洣水泱泱兮鹿原苍苍 ，吾祖神
农兮点亮洪荒 ； 天下归心兮帝寝重
光，陟台咏丰兮世代荣昌。”从炎帝陵
公祭区全国第一高的汉制阙门步出
炎帝陵景区 ， 回首巍峨壮丽的炎帝
陵 ，记者仿佛看到 ，身材高大的炎帝
神农氏跨越上下五千年的时空，身披
自己“治麻为布”制作的衣裳，一手拿
着稻谷穗 ，一手握着耒耜 ，正起身迈
出鹿原陂……

湘阴强力推进党务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