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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蒋瑛 李瑶） 过去12年不闻
娶亲鞭炮声的吉首市矮寨镇家庭村，
在今年下半年短短几个月时间内，
居然陆陆续续有10多户人家把媳妇
娶进了门， 成为受惠“一事一议”
制度最为生动的写照。

村党支部书记秧开席说， 村里
扎堆娶媳妇不是因为出了个能说会
道的媒婆， 而是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制度今年帮村里修通了水泥路， 有

游客进来看德夯大峡谷了， 优质高
山瓜果也运出去了， 生活终于有盼
头， 自然有姑娘愿意嫁进村。

我省从2009年开始全面实施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 支持“国家
政策层面难以顾及、 农民诉求很高
但又很难自行解决” 的农村公益项
目建设， 建设重点为村内道路、 小
型水利设施、 村内绿化和村内公共
环卫设施等。

与过去的财政支农建设项目截

然不同的是， “一事一议” 项目具
体建设内容不是由上级“拍板”、 包
办， 而是由村民自己“点题”， 民主
决策， 筹劳参建， 真正发挥农民主
体作用。 财政支持也由事前“发钱”
转移到事后奖补： 村内公益事业项
目建成验收后， 原则上按“村民出1
元， 财政出3元” 的比例进行奖励、
补助。

省财政厅副厅长郭秀宏介绍，
“一事一议” 制度契合农村发展的现

实需求， 农民看得见、 管得住、 得
实惠， 特别“接地气”， 在省财政厅
开展的财政涉农政策调查中， 群众
对“一事一议” 制度满意度最高，
“点赞” 最多。

今年， 省财政安排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资金近19亿元， 带动农民筹
资2.9亿元， 筹劳1000多万个工日，
建成村内户外公益项目约1.9万个，
全省近2万个行政村、 2400多万农
村人口直接受益。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杨丹）
继《爸爸去哪儿》之后，芒果台推出第
二部亲子电影《宝贝，对不起》。 12月
27日晚，媒体看片会在长沙举行。 据
悉，《宝贝，对不起》将于2015年1月
31日全国上映。 该片未映先火，已斩
获2014中美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同步体验艰苦生活，深度走进
苦难人生。《宝贝，对不起》真实记录
了明星家庭的孩子到贵州山区贫
困家庭体验艰苦生活的经历，号称
是《爸爸去哪儿》与《变形计》的合
体。 这部电影的明星及星二代阵容
包括：“晴格格”王艳和儿子“球球”
王鸿钦，台湾演员马景涛和儿子马
世天，演员邵兵和他的龙凤胎儿女
邵子恒和邵子娇，“小彬彬” 温兆宇
和他的大儿子“小小彬”温玄烨。

据总导演潘礼平介绍，影片是

全真实故事片， 非真人秀电影，没
有“秀”，没有“表演”，没有刻意的设
计和环节，每一秒都是未知，一切
精彩尽在生活本身。 同时， 拍摄无
剧本、无布景、无设计，堪称中国第
一部“三无”电影。

在采访现场，王艳说，这次和
儿子一起出镜就是想给儿子不同
的生活体验。“片子拍得很辛苦。 球
球回到家后， 已经有了一些变化。
我相信，这一次经历一定会沉淀在
孩子心中，促进他未来的成长。 ”儿
子“球球”也表示，通过拍片这段经
历，自己“被锻炼了”。

《宝贝，对不起》不单是给孩子
看的，也是给父母看的。“给宝贝幸
福的条件不如给宝贝幸福的能力，
圈养、富养不如放养、贱养。”这是影
片传递的主题。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杨丹）
由湖南卫视、 芒果传媒、 芒果娱乐
联合出品的 《只因单身在一起》，
将于2015年1月4日登陆湖南卫视新
开辟的“青春进行时” 周播栏目。
12月28日， 该剧组在长沙举行了一
场“单身主题派对” 形式的开播发
布会， 主演郑元畅、 汪东城、 张馨
予、 徐璐、 戴向宇、 韩承羽、 傅艺
伟等悉数亮相。

《只因单身在一起》 的主要故
事情节是， 8位单身男女以单身作
为入住条件， 住进统一化管理的单
身公寓。 在这座公寓中 ， 恋爱被
禁止， 单身被提倡。 一旦谁破坏规

则， 则会被剔除出单身公寓。 整部
作品爱情、 悬疑、 商战等元素相互
交织， 情节设计环环相扣。 作为开
年力作， 该剧将当下人气偶像一并
“打包”， 汇集帅哥美女。

记者了解到， 《只因单身在一
起》 采取边拍边播的形式。 剧中所
有场景都在长沙取景， 有很多湖南
观众非常熟悉的标志性建筑。 在播
出之后， 剧组还会根据社会热点和
观众意见， 进行实时修改情节， 非
常灵活。 此外， 该剧同名话剧将在
2015年1月30日于北京东方剧院首
演， 此款同名官方手机游戏也将于
该剧播出期间上线。

“一事一议”
今年惠及2400万农民

明星家庭的孩子到贵州山区贫困家庭体验

《宝贝，对不起》未映先火

湖南卫视开辟“青春进行时”周播栏目

《只因单身在一起》明年1月4日开播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

2014的大门正在缓缓合上，岁末的离愁交织着新年到
来的喜庆。 今年的最后一天，你会怎么度过？ 天气预
报说，晴朗天空：再见2014，你好2015。 这一段阳光大
好，晒太阳这件事又不必拘时拘地，不妨走出门，让阳
光洒满身心。

这几天， 湖南的温情都快要将人融化了。 今日
14时，省内气温升到了18至20摄氏度。 31日一直到
元月3日，湖南晴空一片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天气还
是给我们制造了点新意，31日受干冷空气影响，大
风和降温会紧随而来。 元月1至2日早晨，省内部分
地区出现霜冻的可能性较大，2日至3日天气较好，
气温回升，4日开始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降雨
天气过程。

不过，作为干冷空气，此次冷空气会带来大风、降
温天气， 却不是阴雨绵绵冷到骨头里去的那种湿冷。
因此，元旦假期，天气仍旧晴朗，适宜出行，只是比现
在要冷点。 中医认为，晒头顶补阳气，晒手心助睡眠，
晒腿脚除寒气。 冬日暖阳难得，大家都晒起来吧。

2014，不带走一片云彩
2015，让阳光洒满身心

月桂聊天

12月30日清晨， 道县城区潇水被晨雾笼罩， 如梦幻仙境， 美不胜收。 何红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