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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肖丽娟 ）
娄底市新化县一中的“实学爱心书屋”
深受欢迎， 成了同学们课余“泡吧” 的
书吧。 书屋12000余册图书， 都是本省
和河北、 广东、 湖北、 福建等地网友捐
赠， 免费开放， 借阅、 还书全凭自觉。
欣喜的是， 成立至今， 书屋没有丢过一
本书。

书屋的创办者，是新化一中化学老
师肖松华。 教学中， 肖老师发现许多学
生阅读量不足，产生了发帖筹书办书屋
的想法。 7月底，他发出“征集二手书”的

网络帖子，网友纷纷响应，图书从全国各
地源源寄来。其中，不乏《康熙字典》、《辞
海》、《我的精神家园》等好书。 学校腾出
一间会议室，供书屋专用。 10月初，“实
学爱心书屋”正式成立。

书屋传递着信任与感恩的“正能
量”。 肖老师每天要上课， 只能用业余
时间打理。 学生们读书之余， 主动帮
忙， 志愿管理， 珍惜每一本书。

“充分信任学生， 才能将书屋办
好， 把网友的爱心传递下去， 让学生享
受阅读的快乐。” 肖松华说。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万跃飞）昨天，永州日报社专职司机王佳
林从北京载誉而归。 12月25日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的第十一届“昆仑奖”全国
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评选表彰大会
上，他荣获“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称
号。

“昆仑奖”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
机评选是由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主办，中国石油报
社承办的大型社会公益评选活动，通过
对全国范围内见义勇为英雄司机的挖

掘、宣传和表彰，弘扬社会正气和时代新
风， 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和公民道德建设。本次评选产生“全国十
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和48名“全国见
义勇为英雄司机”。

今年6月17日11时40分，3名留守儿
童在双牌县何家洞乡蔡里口中心小学校
门口玩耍时，1名学生落入学校大门前
不远处的潇水中。 正在学校操场上擦车
的王佳林听到呼救声，迅速跃入水中，奋
力向落水学生游去，几经努力，把小孩抱
回岸上。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朱章安
徐德荣 通讯员 李孝古 谭娟） 为更好
地服务城乡、 服务民生和服务社会， 近
日， 衡阳市农业银行举办2015年“春
天行动” 综合营销活动启动仪式， 赢得
群众广泛好评。

“春天行动” 是农行全年中非常重
要的一项服务活动， 始自2006年， 已
有十年历程。 10年来， 与农行在春天
有个“约会” 已成为雁城广大城乡居民
津津乐道的话题， 形成了衡阳农行的标
志性品牌。 与往年相比， 衡阳农行今年
的“春天行动” 活动内容更丰富、 形式
更新颖。 该行将根据岁末年初客户需求
及市场资金变化特点， 充分发挥支付结
算、 财富管理、 服务“三农” 等方面的

专业优势， 主动做好金融服务， 提升客
户服务体验， 助力客户创造更大的财富
价值。

据了解， 活动期间， 衡阳农行将推
出丰富多彩的优惠活动， 主推“零费
用、 零预存、 享优惠” 高速ETC业务、
信用卡刷卡有礼、 爱电影爱农行、 乐享
周六、 贵金属优惠季、 “周四我最赚”
理财产品等客户专享活动， 为客户提供
优质、 便捷、 高效的金融服务。 与此同
时， 还将组织员工开展“走进6+1” 宣
传活动， 即走进乡村、 走进企业、 走进
车行、 走进楼盘、 走进商场、 走进市场
以及“走近” 客户， 为广大市民提供更
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满足市民金融需
求。

那些被“追捧”的街巷小店网友慷慨捐赠万册图书

新化一中有个“爱心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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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行动”成衡阳农行品牌

达林花样：转角遇到美

梅溪湖建350米超高甲级写字楼
将成长沙新地标

你的方便就是我的指南
涟源市国税局到纳税人最方便的地点

服务，3个月“涉车”税收550万元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刘松涛 彭蓉芳） 今天， 涟

源市民王爱文买了一辆新车， 他来到涟源市交通机械修理厂， 不
到半小时就将新车上户、 车辆购置税等手续办完， 他高兴地对记
者说： “以前车辆上户纳税要跑4个政府窗口， 现在各部门主动到
车辆检测地来为我们办事， 要点赞一个。” 涟源市国税局联合交通
运输、 交警部门创新便民办税措施， 纳税人觉得方便， 纷纷点
赞。

今年9月， 涟源市国税局主动和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交警部门
联系， 把原来在城郊国税办税服务厅办理的车辆购置税征收、

“营改增” 交通运输业增值税的征收、 交通运输普通发票的窗口代
开等业务全部， 搬迁至涟源市中心的交通机械厂内办理， 开展车
辆税收 “一条龙” 服务， 方便纳税人来涟源市交通机械厂内进行
车辆检测时办事。 3个月来， 涟源市国税局已为纳税人办理车辆购
置税征收500次， 税收达到550万元。

本报记者 刘银艳

12月28日， 难得有晴天， 记者来到伍家
岭南波隆立交桥东南侧， 在通往一条小巷的拐
弯处， 看见一栋雪白耀眼的小楼里姹紫嫣红，
刹那间把周围的灰暗色调点亮。

伍家岭生活商圈， 没有高档的酒店、 时装
店， 也没有排得上号的超市、 饭馆， 却偏偏有
一家放在一线大城市都不会逊色的花店。 店内
摆放着上百种鲜花与绿植， 门前装点着随四季
而换的精美橱窗， 与罗马柱相连的拱门上方，

“达林花样———幸福像花儿一样”， 每个字似乎
都洋溢着甜蜜。

每每看到有满脸喜气的男子走进花店， 土
豪一般点着发财树、 蝴蝶兰、 红掌之类的， 爽
快地数出两三千元钱， 原来是他家搬了新房；
或是穿着随意的女子， 拎一袋蔬菜果品走出附
近的沙湖桥菜市场， 也要拐进来， 选几枝兰花
配上情人草， 你才发现， 住在这里的人们， 原
来是这样“低调地奢华着”。

低调的还有花店的主人， 刘维， 一个80
后短发女子， 黑色围裙暗色棉袄， 一副不与花
争艳的姿态。 她正在一个盒子里捣鼓她的新式
花艺作品。 “在盒子里设计立体花艺作品是今

年的流行， 用的是从日本和昆明等地引进的永
生花， 各种做过保鲜处理的新鲜花材， 保鲜期
有3年。” 尽管店里培养的6名花艺师已能独当
一面， 她也时时不忘自己动手设计新作品，
“虽然天天面对美， 但要在美的世界里有更多
发现。”

刚开始租下这栋小楼时， 刘维和她的合伙
人几乎没有犹豫， “能在城中央有这样一个三
层小独栋， 太难得了， 而且正好处在路口拐角
的位置， 买花嘛， 就希望‘转角遇到爱’。” 刘
维这样文艺地回忆着。

10年从业花艺， 5年开店， 刘维算得上这
一行当里的“老口子” 了。 最初家人一句“女
孩子跟花打交道挺美的， 去学花艺吧， 以后可
以开个花店”， 她便辞去文职工作， 自己交钱
到花店里当起了学徒， 而后不断拜师学艺， 最
后拜到了台湾著名花艺设计师高意静、 郭智铠
夫妻俩门下。

“老师的空间花艺设计是一绝， 为不少名
人巨子设计过婚礼和宴会， 拜他们为师， 真正
把我领进了花艺设计的殿堂。” 有了全新视角
的刘维， 不再满足于卖几盆绿植、 设计几束手
捧花的简单业务， 这两年也开始为老顾客做一
些婚礼花艺设计。

刘维记得有个在培训机构上班的女孩子，
刚开店时她就来买花， 谈恋爱了男友来买了送
她，她结婚了，所有的婚礼花艺请刘维制作。“看
着她站在我们为她设计的梦幻般婚礼场景下，
我激动得流泪，感觉自己是见证她幸福的人。 ”

“高老师有句话让我终身受用，如果想成为
一名合格的花艺师， 先要花上10年的时间，让
自己变成一个工匠；再花上10年的时间，让自
己变成一名绅士淑女。 我现在在这两条路上同
时走着。 ”说起自己的花艺师之路，刘维谦虚感
叹，自己连当好一名工匠都还有距离。

刘维告诉记者， 花艺师并不是只与娇嫩的
鲜花打交道，当设计需要固定、焊接等工作时，
刀子、钳子、锯子、锥子全都派上用场，手不划破
几次，出不了师。“而且你的数字概念要很清晰，
做一个大花环， 需要多少承重， 一平方米的区
域，要用多少花材，全要心中有数。 ”

记者感言：
与花花草草为伴的生活， 原以为要多惬意

有多惬意呢， 却是不经历一番磨砺出不了师。
正是历经磨砺， 心中充满对美的憧憬与热爱，
才是成长为花艺师的正途， 也是跻身众多行业
的正途。

本报12月30日讯 （陶芳芳 文艳）
记者今天从梅溪湖投资 （长沙）
有限公司获悉， 该公司于12月29
日与方兴地产签订合约， 双方将
合作开发长沙梅溪湖国际新城
CBD中央商务区超高层项目。 到
2019年， 这座由曾设计迪拜塔、
上海金茂大厦的美国建筑大师阿
德里安·史密斯亲自操刀设计的
350米的超高层甲级写字楼， 将成
为长沙标志性建筑。

据了解， 该项目位于长沙梅
溪湖国际新城CBD中央商务区核
心区域， 占地面积18545.93平方
米， 总建筑面积14.8万平方米， 包

括一栋面积约13万平方米、 高约
350米的超高层甲级写字楼和一个
1.8万平方米商业裙楼 。 计划于
2015年开工建设， 2019年底投入
使用。

CBD中央商务区是梅溪湖国
际新城中枢区域， 位于梅溪湖国
际新城城市中轴线龙头位置， 毗
邻3000亩梅溪湖最开阔区域， 总
建筑面积约80万平方米， 集聚金
融、 商务、 办公和企业总部于一
体， 将打造成为“国内先进、 中
部领军” 的、 代表长沙城市新中
心形象的城市客厅， 支撑梅溪湖
国际新城的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