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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2015年6月7日 星期日2
湘潭市 多云转雷阵雨 24℃～32℃
株洲市 多云转雷阵雨 22℃～31℃
永州市 多云 25℃～31℃

长沙市 今天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
明天大雨转小雨
南风转西北风 2 级 22℃～30℃

张家界 雷阵雨转暴雨 22℃～26℃

吉首市 阵雨转大雨 22℃～25℃
常德市 雷阵雨转暴雨 21℃～27℃
益阳市 阵雨转大雨 24℃～29℃

怀化市 多云转大雨 23℃～28℃
娄底市 多云转雷阵雨 22℃～31℃
邵阳市 晴转阵雨 22℃～31℃

衡阳市 多云 25℃～32℃
郴州市 多云 26℃～34℃
岳阳市 阵雨转大雨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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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5 年 6 月 6 日

第 2015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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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 1040 13925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69 173 288737

2 7 5

听书记上党课

讲课书记：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 段林毅
讲课时间： 2015年5月15日

践行“三严三实”，关键要领会其精髓，内化为品格，外
化为行动，成为一种自觉。

“严”是凝聚力量、战胜困难的重要法宝。“严”就是认
真、不放松的意思，从字面看就是干事创业的基本品质。秋
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队上井冈山，途中亲眼目睹了部队无纪
律的情形，经过反复思索和总结提炼，1928年在桂东沙田颁
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随着革命深入，完善成“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核心就是“严”和“实”，得到了老百姓
的拥护。延安整风运动前，党内先后经过“左”倾和“右”倾错
误，党内思想混乱，教条主义盛行。毛泽东敏锐洞察，抗战进
入相持阶段后，1942年起创造性地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使
党达到了空前团结统一， 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最终
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上率下，先后
通过制定实施“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
得到了党内外、国内外广泛好评，全党加快实现伟大“中国
梦”的各项行动更加有力。民政部门的服务对象大多是老弱
病残，如果不“严”，就很难把民政对象当亲人，持之以恒提
供优质托底服务。所以说，“严”是思想境界，是一个政党的
基石，也是赢得民心、团结力量、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实”是处身立世、干事创业的成功之道。湖南人既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也有“惟楚有
材，于斯为盛”的儒雅。湖南人素爱吃辣，性格“霸蛮”，敢于
担当，“实”就是湖南人的品格，是融入血液、刻在骨子里
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悬挂的“实事求是”牌匾，强调的就是
“实践”、“实功”和“实用”，经过王船山、魏源、曾国藩等发扬
光大，逐步成为湖湘文化基因。“实事求是”对毛泽东影响至
远至深，在湖南一师求学时，他就经常往来于岳麓书院，很
早就提出了“凡吾所知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等观点。也正
因有“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的执着，毛泽东在接受
马克思主义后，能很好与中国现实结合，提出一系列重要理
论论述，领导革命最终走向成功，“实事求是”也就成了毛泽
东思想的精髓。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再次强调“实”，与
“实事求是”一脉相承，是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有经世致用
追求。民政是底线工程，弘扬中华美德，只有积极响应，才会
端正价值取向，打造精品工程，为困难群众谋取更多福祉。
所以说，“实”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践行中华优良
文化的具体行动，同样也是发扬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

“严”和“实”是攻坚克难、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严”是
基础，“实”是保障，两者都是成事立业的重要条件。纵观中
国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轰轰烈烈
的太平天国运动，金田起义后，势如破竹，直捣金陵，但最后
仍走向失败，历史学家分析其失败原因，认为与洪秀全、杨
秀清等领导人生活腐化、自我要求不严是密不可分的。当前
全党正面临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尤其是改革步入深
水期，经济增长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不
断凸显，践行“三严三实”，就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抢抓新机
遇，力求新作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中，党委政府和
社会各界对民政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如何实行精准救助、优
化养老供给、 创新社会治理等， 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
战，这些都需要“严”的要求和“实”的作风来保障，因此要通
过专题教育，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三严三实”要成为
党员干部行动自觉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周健 郭海红

永州市冷水滩区马坪学校， 推行原生态
“自主探究式”课堂教学，一举成为湖南省课
改样板学校和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基地学
校， 获得了第三届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
特等奖、 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 校长周大战今年入选国家教育部60人的
全国名校校长领航班。

因为课改，一所原来留不住学生的学校，
几年间吸引了大批学生“回流”。

6月初，记者走进了这所现代化农村学校。

不课改就没有出路
2006年的马坪学校，校舍破烂不堪，办学

条件差。教师学历不高，学校教学成绩每况愈
下。9个班不到300名学生，每学期还有学生转
到别的学校去。当地很多人叫马坪学校为“马
跑”学校。

2006年下学期开学之时， 已在农村学校
任教13年的周大战，被任命为学校校长。

周大战说，他学的是师范，出身于农家，

10多年的农村教学实践，让他看到的
是这样的现状：老师唱“独角戏”、“满
堂灌”， 学生昏昏欲睡不买账。 多年
来，周大战在思索，如何让学生爱上
学习，改变学校的落后面貌。

周大战深切地感觉到，教学墨守
成规已无路可走，不进行课改就没有
出路。

当校长，给了周大战实践课改的
平台。

学生在快乐中学习
记者旁听了6年级一班周美艳老

师上的一堂语文课。
这堂课学习老舍的《养花》。
周老师把写有“学习导航”的小黑

板挂在大黑板上后，让分成5个组的30
名学生自主学习，互相提问。

一节课下来， 在周老师的引导
下，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组组之间，
开展了热烈的交流、 探讨。40分钟的
一堂课在欢快的气氛中很快过去。这
节课给记者的感觉是课堂非常活跃，

学生都在开动脑筋想问题。
这就是学校推行的以“自主、 合作、探

究、阳光”为目标的自主、开放式课堂。
周大战告诉记者， 马坪学校历经8年

多时间推行的课改，历尽了很多艰辛。
周大战理想中的教育是学生在自由、

自然的状态下快乐学习、主动学习，教室
里充满着欢声笑语。

然而，如何能实现这一目标呢？
打破传统的“两人一桌、面向黑板”的座

位编排方式， 让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自由交
流，每个小组的表达“阵地”是小黑板，这样
课堂不就比较活跃快乐了吗？2006年秋，周
大战在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中开始尝试。

充分发挥学生的作用，将每班学生分
成5组，每组6人，每人都有一个职务，每组
选一个能干的学生为小组长，并将其培训
为“小老师”。在课堂上教师以提问、游戏、
竞赛等学生喜爱的方式，让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互动学习。教师关注每个学生，每人
都有提问的机会，且以提问为乐。

“最喜欢这样上课了。”一名叫罗奕的
学生告诉记者，她是三年级时从城里一所

名校转来的，“那边上课坐得笔直，作业好
多；而这边，上课很轻松，课外作业也是要
大家多想问题，学得开心。”

学校在课改中发展
当初推行课改时， 很多老师不理解、

不支持。但慢慢地，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
爱上学习， 一些老师也从观望转向支持、
参与。邓美华、彭淑英等老师，一个个成了
课改骨干。教师在课改中成长了。一个有
说服力的数据是：近些年，学校先后向兄
弟学校输送骨干教师30多人。

初三学生毕业会考，该校学生在全市
400多所同类学校中连续多次进入前10
名；小学毕业生在毕业考核中多次排名全
区同类学校前列。

课改的成功，也推动了学校的发展。9
年间学生从不足300人到现在的800多
人，吸引了大量城里孩子来这里读书。

近几年，来学校观摩、交流的省内外
教育界人士，有8万多人次。马坪学校成为
永州教育走出全省、走向全国的一张响亮
的“名片”。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廖声
田 刘勇 徐典波 徐亚平) 6月6日，
我省“放鱼养水·保护生态”放鱼活
动启动，张家界作为主会场，共放流
大鲵600尾、常规鱼苗260万尾。

6月6日是全国约定俗成的“放
鱼日”，农业部倡导在全国范围内同
步举行大型放鱼活动，我省以“放鱼
养水·保护生态”为主题，将活动主
会场设在中国大鲵之乡张家界，其
他22个市县区同步开展放鱼活动。
当日上午，在主场地张家界大峡谷，
众多游客、志愿者和当地群众一起，
将大鲵和多种常规鱼苗放归大自

然，永定、武陵源、桑植等地也同步
举行放流活动。

“每一个标记都是独一无二
的。”省水产科学研究所梁志强博士
介绍，本次放流的娃娃鱼(大鲵)身上
都被打上了标记， 上面记录着它们
的年龄、体长、体重、放生区、放生时
间等信息， 便于追踪记录它们的生
存状态和相关信息。据悉，自2002年
国家农业部组织在金鞭溪首创全国
大鲵人工放流活动以来， 张家界市
已举办大鲵增值放流活动13次，人
工投放大鲵1.9万尾， 极大地丰富了
张家界市大鲵野生种群。

当天，岳阳市将1000万尾四大
家鱼以及鲫鱼、黄颡鱼等“夏花”（初
夏孵出的约1寸长的鱼苗），放流入
东洞庭湖。放流现场，有关人员对鱼
苗进行了检疫与公证。200多名渔
政干部、市民、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
分组乘坐10多艘渔政船只，将鱼苗
放流至深水水域，以提高其成活率。

据了解，岳阳已连续14年在洞
庭湖和长江实行春季禁渔制度，同
时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今年还首次
在东洞庭湖裤裆湾、外飘尾尖、麻塘
垸等水域设置人工鱼巢4.1万平方
米，为鱼类提供产卵场所。

———一所乡村学校蝶变的故事

长沙3处工地
噪音扰民被叫停

湖南日报6月6日讯（陈新 刘美兰）6月7日就要高考了，
为了让考生们能睡个安稳觉，5日晚， 长沙市环保系统执法
人员加大对工业企业、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噪声污染源的
巡查力度，3处建筑工地违规进行夜间施工被叫停。

这3处工地分别是九龙仓长沙国金项目、八方小区二期
B区、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工程雨花区段。这些工地违反相
关规定，擅自夜间施工，噪音严重扰民，执法人员已责令其
立即整改。

据了解，长沙市要求在6月7日至8日高考、6月10日至12
日高中学业水平考试、6月15日至17日中考“三考”期间，各
考点周边敏感地区建筑工地白天停止施工，考点半径300米
范围内禁止建筑施工作业和其他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
业，一经发现，立即依法予以查处。

以大地震前的尼泊尔为题材

“祈福-为了孩子和母亲”
摄影展举行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迟美桦）湖南省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长沙市文联、湖南省女画家协会联合主办的“艺术
呼唤公益：祈福———为了孩子和母亲”摄影展，今日上午在
湖南省藏福美术馆举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出席。

此次展览展出了近200幅以大地震前的尼泊尔为题材
的摄影作品，大部分为今年2月湖南省女画家协会的艺术家
们在尼泊尔采风时所拍摄， 另外还有何立伟等文化艺术家
友情提供的尼泊尔题材摄影作品。 这些作品以艺术家的独
特视角记录了灾难发生之前尼泊尔的风土人情。 希望通过
这些作品来纪念在灾难中逝去的生命和被摧毁的文化遗
产，同时也希冀通过这次展览向社会募集一些资金，为尼泊
尔的母亲和孩子奉献一点爱。

展览和义卖活动从6月6日持续到6月14日，所有作品都
参与义卖，所得善款将全部捐献给在尼泊尔灾区，用于救助
灾区的妇女儿童。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李
寒露 尹超）6月6日，由华侨城运营
的常德欢乐水世界盛大开园。

这个占地约20万平方米，涵盖
主题游乐、旅游休闲、特色商业等
多种功能，拥有21大领冠全球的顶
尖玩水项目的水主题公园，坐落在
有“中国城市第一湖”美誉的常德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是全球首个岛
上水主题公园，为大湘西旅游圈再

添一个世界级水上乐园。
当天， 数万名游客汇入常德欢乐

水世界，在风靡全球的互动水堡、全球
超大的魔幻欢乐水寨、“世界水上竞速
之王”的垂直滑道、深海漩涡体验项目

巨兽碗，激情体验玩水乐趣。除了欢乐
水世界开园外， 当天还举办了紫色庄
园赏花游园、 柳叶湖水上运动与休闲
体验、 常德市旅游产品展销会等大型
活动。

全球首个岛上水主题公园

常德欢乐水世界开园

6月6日，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朱亚泉（98岁）、李忠保（97岁）、张修齐（95岁）、刘汉（95岁）卢华（94岁）五位老
兵，来到南岳青山环绕的忠烈祠，凭吊抗战英烈。忠烈祠于1938年筹建，1942年落成，是我国大陆唯一纪念抗日阵
亡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 曹正平 万少玲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谢璐）6月的星城一片火热，
全市乃至全省对见义勇为的小英雄周美玲的关心与帮助持
续升温。6月5日，共青团望城区委联系长沙市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账户，设立“周美玲同学见义勇为爱心基金”，爱心善款
用于周美玲的手术费和后期恢复，帮助她渡过难关。

今天， 在茶亭镇， 周美玲的父亲周炬对广大媒体记者
说：“因为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与捐助， 治疗费用应该
已经没有问题。” 他表示：“后期善款的数额也许会超过治疗
费用，我已经和妻子商量好了，会将多出的爱心善款捐献给
望城区雷锋慈善会茶亭分会。” 茶亭镇党委书记郑以仁表
示， 茶亭镇将会把美玲家人捐出的多余善款， 加上其他款
项，成立“美玲基金”，用于帮助品学兼优、家境困难的学生，
奖励做出善行善举的优秀青少年。

张家界600尾“娃娃鱼”游回大自然
岳阳1000万尾“夏花”放流东洞庭

周美玲家人
决定捐出多余善款
让更多困难的人感受到社会温暖

■报道之后

“快乐学习”，就是这么神奇

（上接1版）
最先获悉船舶翻沉信息的岳

阳海事局，10分钟内出动6条海巡
艇救援。 君山区通知安排沿江镇
（办、场）与卫生、民政、水利、人武
等部门人员及民兵迅速集结；卫
生部门抽调精干医护人员46人、
救护车4台赶到搜救现场；沿江广
兴洲镇、 柳林洲镇等单位迅速组
织干群225人，到江边开展紧急救
援， 并征集了4条轮渡船、30多条
机帆船沿长江江面、 大堤进行搜
救。云溪区、岳阳楼区、华容县、君
山区、 临湘市及中石化巴陵公司
也组织力量，展开沿江搜救巡查。
长岭炼化派出我省唯一的1980匹
动力大马力拖船1002轮， 冒雨连
续奋战20小时， 运送我省最大专
业救援工程船舶湘救捞02号前往

事故地点救援。
目前，岳阳正继续加大搜救工

作力度，扩大搜救范围，确保不留
盲区和死角； 实行24小时值班，做
到每天一会商、每天一名市级领导
值班、每天信息情况一报告。

又讯 （记者 邓晶琎）6日晚20
时，记者电话联系长江湖北监利段
沉船事故现场获悉，我省两艘起吊
船“湘救捞2号”和“湘岳工001”5日
完成沉船起吊扶正后，将继续保持
吊挂沉船状态，待沉船减载可自浮
后，方可实施放吊脱钩作业。

出生于1988年的“湘救捞2号”
潜水员胡浩瀚此次是第一次参与
沉船起吊作业。

“船上8名潜水员自3日上午抵

达事故现场以来，一直连夜协助配
合救援部队进行起吊作业，昨天沉
船被扶正全部浮出水面后，我们才
开始轮班休息。”

记者了解到，目前现场对沉船
进行起吊的3艘起吊船中， 两艘为
我省的“湘救捞2号” 和“湘岳工
001”。

“我省两艘船反应迅速，于3日
最快抵达沉船现场，因此成为承担
起此次起吊沉船的主要工程船。”
“湘救捞2号”潜水队长王克介绍。

截至记者发稿时，沉船船体正
在进行减载作业。预计7日，两艘湖
南起吊船将继续在现场保持吊挂
状态。待沉船减载可自浮后，起吊
船才可放吊脱钩。

岳阳1万多人参战长江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