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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天间多云
明天，阵雨转中雨
北风 2级 21℃～27℃
张家界 阵雨 21℃～26℃

吉首市 阵雨 20℃～26℃
岳阳市 阵雨转中雨 23℃～28℃
常德市 阵雨 21℃～27℃
益阳市 多云转阵雨 23℃～28℃

怀化市 阴转阵雨 21℃～27℃
娄底市 多云 21℃～28℃
邵阳市 多云 21℃～27℃
湘潭市 多云 22℃～28℃

株洲市 多云 23℃～29℃
永州市 多云 23℃～28℃
衡阳市 阴转阵雨 23℃～27℃
郴州市 阴 23℃～28℃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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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史明华 杨勤煊） 近日，
沅陵县城沅陵镇胜利门社区居民向某
与包工头孙某因房屋装修质量问题引
发纠纷， 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驻所民
事调解室及时出面调解， 化解了这起
纠纷。

这天上午，城西派出所接到群众
报警， 反映向某与孙某发生纠纷，双
方一度激烈争执、挥拳相向。接警后，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将双方请到派出

所驻所民事调解室进行调解。 经近4
个小时耐心调解，双方当事人均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孙某答应对房间进行
一次维修，向某答应验收合格后立即
付款。

据了解，2014年初，沅陵县公安局
根据城区派出所大部分警力、 精力受
矛盾纠纷调处牵制的情况， 积极向上
级反映， 探索建立矛盾纠纷调解新模
式。在县委政法委支持下，由县综治办
牵头，在城区派出所内成立由公安、司

法及社区居委会参加的驻所民事调解
室。调解室按照“组合驻所、专业专人、
灵活管理、规范有序、解放警力”的要
求，由公安、司法、社区3家派员组成，
其主要工作职责为调处损害赔偿、婚
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合同纠
纷、环境污染纠纷、道路交通事
故等6大类纠纷， 在业务上由县
司法局负责，并实行免费调解。

从2014年初至今年4月，沅
陵县3个城区派出所驻所调解室

共接待上访群众1700余人次， 成功调
解各类矛盾纠纷758起，防止民转刑事
件105起，并实现了70%的矛盾纠纷化
解在调解室、70%的矛盾纠纷一次调解
成功。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徐德
荣 通讯员 王朝顺 屈二民 ）“多亏了

‘微宣讲’，让我改变了老思想，过上了
好日子。”近日，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乡
三星村村民何耀平高兴地告诉记者，
他被华桂农业公司聘为管理员， 月工
资2400多元，加上土地租金和分红，年
收入是土地流转前的10倍。

过去，何耀平认为没有土地就失

去了根本， 不愿将自家3亩土地流转
出去。前不久 ，石鼓区“百姓微宣讲
队”来到三星村进行宣讲。在听相关
专家生动通俗地讲解有关政策、法律
后， 何耀平对土地流转有了新认识。
会后，他主动找到村干部，将自家土
地流转出去。

今年来，石鼓区开展“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进基层” 百姓微宣讲活

动， 把中央精神分列到一张张卡片式
“小菜单”上，按照群众需求，“烹饪”一
道道能解决实际困难的“口味菜”，为
老百姓在政策上解“渴”、在生活上解
“忧”、在致富上解“惑”。为帮助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 该区还积极推进法治理
论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
市场、进广场，结合“社区周周乐，广场
旬旬演”活动，采用歌舞、快板等新形

式进行宣讲， 基本实现了“天天有讲
座，周周有活动、月月有安排”，全区形
成了全民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的浓
厚氛围。

目前，石鼓区已举办“微宣讲”100
余场次，受众1万余人，还有2万余人次
接受了各类政策、法律咨询服务，共为
群众解决难题1200个， 引领2530人走
上致富路。

三年为期
全城发力

衡阳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陈鸿飞）

手牵手建设文明城市， 心连心打造魅
力衡阳。5月20日， 衡阳市召开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 强调努力打造
工业重镇、文化名城、旅游胜地、宜居
家园，力争在2017年实现创建目标。

雁回衡阳留倩影， 人居衡阳享文
明。衡阳是全国老工业基地城市、全国
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全国加工
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 中国科技进步先进市与省
文明城市。今年2月28日，在第四届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
愿服务大会上，衡阳市获评“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3月17日， 衡阳市委
常委会专题研究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 作出了力争3年创建为全国文明
城市的决策。

衡阳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亿龙说， 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
体系， 今后3年衡阳市将持续推进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大力加强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推进公共文体设
施建设，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及时出台一批长效管理办法， 争创一
批城市荣誉品牌。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丁云娟 ）5月24日，2015中
国·张家界天门山天梯速降国际精英
赛精彩上演， 在陡峭险峻的999级天
梯赛道上， 全球9名顶级山地车高手
共演现实版“速度与激情”，最终 ,加
拿大选手加勒特·比勒以29秒940获
得竞速第一。

天门洞口外，999级阶梯平均坡

度几近41度， 选手们骑行俯冲直下
并腾空飞跃跨度超过12米、 高差超
过5米的跳台完成比赛，时间最短者
为胜。此前，因天气和赛道原因，比
赛一波三折，参赛原有12名选手，有
3名选手试骑受伤退赛，又因阴雨大
雾， 原定23日的比赛推迟至24日举
行。

上午9点40分，竞速赛正式发车。

几十秒速降，惊险刺激，扣人心弦。经
过两轮惊险刺激的角逐，加拿大选手
加勒特·比勒以29秒940夺冠，新西兰
的詹姆斯·麦康纳基和德国选手翰尼
斯·菲施巴赫分获第二、三名。

“这是世界上最霸气的赛道，不
容选手有任何失误。”赛后，来自美国
的红牛天梯速降赛总裁判长大卫如
此评价。

沅陵县 驻所调解专管麻纱事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单明海 唐振军

“一组在前门、一组在后门，
认真检查干部上班的情况。”5月
20日7时50分， 宁远县委常委、纪
委书记李亚锋带领县作风办工作
人员来到县政府大楼前， 严查干
部上班的情况。

“你好，现在是8点02分，请你
在登记簿上登记你的名字和单
位。”这时，县委作风办工作人员
拦住了某单位的一名干部。

“8点02分也算迟到？何况今

天下这么大的雨！”被拦住的干部
有些抱怨地说。

“规定8点钟上班，晚到1分钟
也是迟到！”

“快，去把那辆车拦下来！”一辆
公务车的司机见有人查迟到情况，想
掉转车头，被作风办工作人员拦下。

“你好，请你下车登记。”工作
人员要求车内坐着的县直一单位
负责人， 在登记簿上写下了所在
单位和名字。

在半个多小时的检查过程
中，查出25名迟到干部，并立即在
办公楼前的电子显示屏上曝光。

石鼓区 法治微宣讲春风化雨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远归

5月24日，岳阳市信访局心理
咨询师李美萍再次拨通老上访户
王兰的电话，对其进行回访。李美
萍记不清这是多少次与王兰谈心
了，令她欣慰的是，王兰表示不再
上访了。

去年3月20日，岳阳市信访局
接访二科科长许义中接待了临湘
农妇王兰，她反映：“儿子学坏样，
帮叔叔骗征地拆迁款， 带坏社会
风气，要查。”

许义中按法规将该信访问题
交办临湘市政府， 该市回复：“该
宗房屋征地拆迁是严格按规定执
行的， 不存在骗取补偿款的问
题。”许义中将信息反馈后，王兰
仍坚持己见，不断上访。

为彻底弄清事情真相， 许义
中赴临湘调查， 并电话联系上了
王兰之子李大江。

10多年前， 王兰出家当了尼
姑，丢下正读大学的一双儿女。后李

大江兄妹学成毕业，谋得好工作；王
兰却仍在漂泊。李大江每年给母亲1
万元生活费，情感上很少沟通。

“王兰是想通过反映儿子的
问题引起儿子的情感关注。”在信
访局每月一次的重点信访问题会
商会上， 李美萍从心理学角度分
析王兰上访的动因。

“心病还得心药医！”信访局长
廖星辉提议，多花时间做心理疏导。
在王兰又一次上访中， 许义中将她
请进了花草芬芳的专家咨询室。

王兰还是要求查处儿子。李
美萍耐心倾听，不时为她添茶，和
她拉家常。渐渐地，双方建立起很
好的互信。一次深谈后，王兰哭诉
道：自己年岁已高，早厌恶这种漂
泊日子，希望得到儿子的关爱，可
又放不下面子。

在李美萍的撮合下， 母子俩
接通了电话， 李大江真诚地说：
“妈妈，我错了。我们接您到家里
来一起好好过日子， 我们一定好
好孝顺您！” 听到儿子的真情告
白，王兰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王继云

5月24日上午，溆浦县桥江镇
枣子坡村“亲情沟通聊天室”外边
格外热闹， 一群留守儿童正在与
在外打工的父母“说话”。

走进“亲情沟通聊天室”里
边， 坐在电脑边的男孩正在通过
QQ视频， 与在外务工的妈妈聊
天：“妈妈，我在家里很好，你在那
边还好吗？要注意身体哦”。这个
男孩的妈妈说：“我在这边好，你
要努力读书， 在家里要帮你爷爷
多干点活，跟爷爷奶奶说，要他们
注意身体……”

正在聊天的这个男孩叫李文
杰。 他的妈妈舒桂华远在江西瑞
金一家工厂打工。今年以来，他们
几乎每周双休日都通过“亲情沟

通聊天室”视频。
据村支书舒育喜介绍， 今年

初，针对农村“空巢老人”和“空巢
小孩”无人管的问题，溆浦县民政
局在桥江镇枣子坡村开展关爱

“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试点工
作， 建立了关爱空巢老人和留守
儿童服务中心，租用140平方米民
房作为活动室， 供留守老人娱乐
休闲，添置亲情电话和电脑，方便
留守人员聊天； 建立一个义务服
务爱心团队，帮助“空巢老人”义
务干农活，与留守儿童结对帮教，
每周六、日辅导学习，生活上给予
关爱。

村里74岁的“空巢老人”舒采
求指着村民陈小云乐呵呵地告诉
记者：“服务中心给我配的‘保
姆’，为我买米买菜，每天至少来
家里探望一次。”

山地车高手竞技天门山
加拿大选手加勒特·比勒竞速夺冠

图为比赛
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丁云娟

摄影报道

渴望得到儿女关爱的王兰，多次就儿子并不
存在的“坏事”上访，岳阳市信访局局长、科长、心
理咨询师“轮番上阵”———

巧解心结

溆浦县枣子坡村建立起空巢老人和留守儿
童服务中心，结对开展服务———

温暖空巢

“晚到1分钟也是迟到”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5月 24日

第 201513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06 1040 734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49 173 285277

2 9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5月24日 第2015059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1106828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6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5 44667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27
40764
875752
5421342

14
1392
33884
205116

3000
200
10
5

1406 09 16 25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