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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晴天间多云
明天，晴天间多云
北风 2级 21℃～29℃
张家界 晴 19℃～31℃

吉首市 晴 18℃～29℃
岳阳市 多云转晴 21℃～28℃
常德市 晴 20℃～30℃
益阳市 多云 20℃～29℃

怀化市 多云 19℃～28℃
娄底市 晴 19℃～29℃
邵阳市 多云 18℃～28℃
湘潭市 多云 20℃～30℃

株洲市 晴转多云 20℃～29℃
永州市 多云 21℃～29℃
衡阳市 晴 20℃～30℃
郴州市 多云转晴 21℃～27℃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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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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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新竖槽门哩也是三丈三尺高，咯子
四面个八方是用铜包。哥哥几，你走前门
进来哩惹狗咬，后面进来哩墙又高，咯子
你只好在槽门底下得个相思痨……”

9月初，一部由民间歌手演唱、乡村
音乐人罗绍基记词记谱的紫鹊界山歌手
抄复印本新鲜出炉。 远在广州的专业音
乐工作者， 正在对罗绍基记录的词谱进
行细致订正和五线谱转换。 濒临失传的
紫鹊界山歌，经罗绍基的抢救性记录，即
将走出神秘深山，焕发夺目异彩。

为了山歌不断流
风景优美的紫鹊界山区， 是梅山文

化资源的富集地。口口相传、代代相继的
民间山歌，在崇山峻岭间回荡了千百年。
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 山歌失去了在劳
动中传唱的土壤； 加上现代快节奏不断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 会唱山歌的人
越来越少。

看着山歌河流即将断流， 在紫鹊界
下开着一间小小“韵神琴行”的罗绍基急
在心头。2013年冬， 他产生了为家乡山

歌记词记谱的想法。89岁的邹序泉成了
他记录的第一人，老人用几乎没牙的嘴，
为他一气唱了10首：“枣子开花哩紫里
青，妹妹我们两个12岁攀花到如今，人人
讲你姐个婚姻咯里个动得早， 早日怀胎
早尝新，免得我少年哥哥打单身……”

歌词好记谱难猜
从此，打听到哪里歌手多，哪位歌手

唱得好，罗绍基就骑着摩托车奔赴哪里。
一个星期下来，他走访了10余位歌手，采
录了70余首山歌。

罗绍基记词并不困难。 苦恼的是记
谱。罗绍基年近花甲，没经过正规音乐训
练， 只是少年时从插队的知青那里学了
简谱，并自学了五线谱，适时记谱确有困
难。同时，歌手的随意性也很大。同一个
歌手唱同一首歌，此时是A调，彼时可能
是F调。不同的歌手唱同一首歌，有时也
有不同的唱法。

为了尽量记谱准确， 他便先原味录
音，回家再将录音输入电脑，一边用电脑
播放，一边用二胡跟着唱腔模仿，一连几
遍，直到心中有谱后再逐字逐句记录。好
在他家离镇文化站不远，遇到电脑、录音

等应用技术性问题，只要打个电话，文化
站长罗中山就会第一时间过来帮忙。

找老婆报账不要票
绝大多数歌手都很配合录音， 但也

有例外。有位歌手说：“现在是市场经济，
我的山歌也是知识产权， 录音付费天经
地义！”爱歌心切的罗绍基毫不犹豫：“可
以！”他在这位歌手的10多首山歌中选了
两首别人没唱过的录了音， 并按约定付
了200元报酬。

临走，这位歌手拉着罗绍基的手，忐
忑地问：“你付钱不要发票， 有地方报账
吗？要不，我把钱退给你？”罗绍基说：“我
到老婆那里报账是不要发票的。 我和你
已经各得其所，有缘下次合作吧！”

在为山歌奔走的日子里，困难有之，
尴尬有之，危险也有之。一个冬日，好友
杨亲福约他去奉家镇最偏远的杆子村录
歌。两人骑着摩托，麻着胆子在宽不足3
米、40多度陡坡的山路上行进。 吃中
饭时，东道主、山歌手曾老先生一面伸
出大拇指赞赏他们的骑技， 一面频频
劝酒压惊。这段路修通几个月来，还没
人试过车，罗绍基和杨亲福成了第一。

杆子村之行收获颇丰，全村共有5位
歌手献了歌，他一口气录了30余首。

即将出版单行本
历时20多个月，走访40余位歌手，罗

绍基已采录200余首山歌， 完成了190余
首歌的整理记录。连词带谱，完完整整。

歌手中大部分已七老八十， 有些歌
手在他采录不久就作古了。 要不是罗绍
基的执着， 他们满肚子的山歌就永久带
进了坟墓里。

罗绍基记录的紫鹊界山歌已够一个
单行本了， 但他认为这绝对不是紫鹊界
山歌的全部。目前，年已61岁的罗绍基，
既要陪护生病的老伴， 又要照顾他那仅
几个学生的袖珍琴行。但一有空闲，他就
会身着正装，骑着他那辆“嘎嘎”做响的
旧摩托，奔波在紫鹊界的山岭之间，寻找
一个又一个的民间歌手， 记录着山乡的
天籁原声。

长沙开创
农村养老新模式

力争3年内惠及66万人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金慧）“每天有一群老朋友跳广场舞、

敲军鼓，不仅身体更健康了，而且再也不觉得孤单了。”昨天，长
沙县福临镇双起桥村的金爱英老人高兴地说，去年，该村作为长
沙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试点村之一， 依托农村老年协会和农村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全村近400名老人跟城市老人一样过上了
幸福晚年。

目前全长沙超过60岁的农村老人共有66万余人，农村养老
存在着高龄老人多、老人经济收入单一、以传统居家养老为主的
特点。2014年初我省全面启动基本养老服务补贴， 政府财政一
次性补贴3万元建设农村幸福院（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但场
地有了， 谁来服务老人？“在目前民办养老机构因成本高无法进
入农村市场外，依靠村里的老年协会、让老人实现自我服务和自
我管理，成为最佳的解决方案。”长沙市民政局老龄办主任郭华
说。

2014年下半年，长沙出台《全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在全市扶持100个行政村（社区）老年协会开展农
村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以后逐年增加，力争用3年完成试点
工作，将惠及全市66万农村老人。凡是列入试点的行政村，由民
政局从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每年资助试点村老年协会1万元的工
作经费，区县民政局给予1:1的资金配套，确保每个试点村不低
于2万元的工作经费。

“我们要达到3个目的，一是建立完善老年人信息库，掌握老
人的情况和需求；二是搭建为老服务平台，构建为老服务医疗、
康复、餐饮、家政等网络；三是打造好为老服务的志愿者队伍。”
郭华表示，目前长沙200个试点村正按照“量力而行、因地制宜”
的方式打造养老模式。

严查违反作风建设等问题

邵阳集中通报
24起典型案例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戴求兵）近日，邵阳市纪委集中发布4期通报，对24起
违反作风建设规定问题典型案例、发生在群众身边腐
败问题典型案件、村干部损害群众利益典型案件和基
层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点名道姓进行了通报。

这些案例中，有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副调研员王延
章违规驾驶公车、城步县总工会违规赴景区组织工会
活动等6起违反作风建设规定问题典型案例。今年8月
7日， 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副调研员王延章违规驾驶公
车湘EB0060，并将小车停在鸿祥小区过夜。该行为
违反了省、市相关规定，已构成违纪，给予王延章党内
警告处分。今年8月8日，城步县总工会组织单位职工
跨区域到崀山景区开展工会活动，违反了中央八项规
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会员春游秋游活动的，应
严格控制在本单位所在城市”等有关规定。城步县纪
委给予该单位党组书记、 副主席饶文柏党内警告处
分，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王晓明党内警告处分，对党组
成员、副主席周跃姣和党组成员、副主席杨湘平诫勉
谈话。

通报的案例中， 最引人关注的是加大了村一级
腐败问题、违纪违法现象的典型案件的查处力度，有
16名村支书、4名村主任、3名村其他干部或被立案、
或受到党纪政纪处理。

汝城1500余名干部
下村精准扶贫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林清
航）“8月底，我们派出1500余名干部职工，赴全县309个村开展
精准扶贫工作。”9月10日，汝城县委书记方南玲介绍，县里计
划用5年时间，打赢扶贫攻坚“硬仗”，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

据了解，汝城县目前还有90个重点贫困村、6.13万名农村贫
困人口，扶贫工作进入攻坚冲刺阶段。县里此次开展“千名干部
下村扶贫”活动，共向309个村派驻了工作组，每个工作组由3名
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和2名乡镇干部组成。根据活动安排，从今年8
月31日至9月20日， 全县下村扶贫1500余名干部职工将按照精
准扶贫要求，对全县贫困人口进行全面识别、评估，为下阶段开
展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为使下村扶贫活动取得实效，汝城县成立了督导组，对各部
门、各乡镇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督导。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杰华

“这是爱的奉献，这是心的呼
唤……”9月13日上午，靖州志愿者
协会与靖州异溪食品厂联合发起

“买一块月饼，献一片爱心，月饼义
卖救助地贫男孩阳仔”活动在靖州
梅林路举行，百余名志愿者和好心
市民纷纷认购爱心月饼， 为身患

“重型地中海贫血症”的5岁男孩吴
其阳奉献爱心。

吴其阳小名阳仔， 出生在靖州
坳上镇九龙村，出生4个月时，就被
确诊为“重型地中海贫血症”。5年多
来，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
采取的是输血治疗。 随着年龄的增
长，输血量越来越大，现在，阳仔每
个月要输两次血， 每次费用700元。
为给孩子治疗， 家里花光了所有积

蓄。
靖州异溪食品厂的老板颜树德

通过网络知道阳仔的故事后，主动找
到靖州志愿者协会，决定在中秋节来
临之际为阳仔义卖月饼3天， 所得的
收入无论多少，扣除成本，由志愿者
协会直接专款捐给阳仔作为治疗费。

“给我来两盒吧”，“我要买两
盒”……活动一开始，志愿者们就纷
纷掏腰包，义卖活动一下子就“火爆”
了。

“我们也来买一盒……” 网友
“真实”、“江南雨” 以及“我并不幸
福”不是志愿者，只是因为有朋友在
此，也赶来帮忙吆喝，还主动义购了
月饼。

“一盒月饼一片情。”获悉爱心
义卖活动的消息后，靖州“白云边”
酒业的老板吴刚匆忙赶往义卖点，
一次购买了20盒月饼。

“我为你们的爱心善举而感
动。”市民刘夏领着刚读小学的女儿
来到义卖现场，买下2盒月饼。她告
诉记者，买月饼，献爱心，更重要的
是让女儿接受爱，感受爱。

“我不要月饼，家里有，这500块
钱就当是我一点微薄的心意。”在义
卖现场， 一位拄着拐杖的中年残疾
男子将爱心款递给志愿者， 执意不
肯透露姓名，就匆匆离去。

当天，经爱心义工清点，扣除成本
后，共为阳仔筹得爱心善款5543.8元。

“感谢志愿者协会，感谢所有的
好心人。” 爱心义卖从上午9点开始
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阳仔的妈妈胡
娟接过善款，热泪盈眶。

“爱心仍将继续！”靖州志愿者
协会会长颜丫丫说， 协会还将通过
微信公众号和现场“吃月饼比赛”，
继续开展“献爱心，月饼义卖”活动。

采取气调储藏保鲜

“炎陵黄桃”成功“延寿”30天

留住山乡天籁
———罗绍基抢救性记录紫鹊界山歌的故事

“一盒月饼一片情”
———靖州“月饼义卖”救助病患男孩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 （通讯员
黄春平 陈艳红 记者 周怀立 ）近
日，炎陵县宣布：“炎陵黄桃”气调储
藏保鲜试验获得成功。当天，该县聘
请专业人士对已储藏35天的果品进
行取样观察、 检测与品尝， 认为外
观、硬度、脆度、甜度、口感与刚采摘
同熟度果品没有多大变化， 可延长
销售期30天以上。

炎陵黄桃以其个大、 形正、色
艳、肉脆、味甜、香浓等特点驰名省

内外，得到市场高度认可，多次被评
为省优质水果，2008年获农业部绿
色食品认证。2012年，炎陵县被中国
果蔬产业品牌论坛授予“中国优质
黄桃之乡”，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优
质黄桃之乡”。同时，种植黄桃成为
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黄桃果肉娇嫩不耐储藏，采摘销
售期在7月中旬至8月上旬之间，加上
种植面积快速增长， 产量急剧增加，
当季销售压力加大。为破解黄桃储藏

保鲜难题，确保这一富民产业稳健发
展，今年，炎陵县供销部门开展炎陵
黄桃气调储藏保鲜试验，主要是在密
闭冷库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抑制果
蔬呼吸，延缓果蔬新陈代谢，以保持
果蔬新鲜度。这种物理保鲜法比普通
冷藏储藏期可延长2至3倍。

今年7月下旬， 炎陵县建成4间
气调储藏保鲜试验库，分3批次组织
了6.5吨炎陵黄桃试验果品，分多个
对照组合进行试验并取得成功。

岳阳举行《黄河颂》音乐会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徐典波）今晚8时，

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在岳阳文化艺术会展
中心唱响， 岳阳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黄河颂》大型合唱交响
音乐会在此举行。音乐会唤起了民众对“全世界人
民一同并肩战斗” 的记忆。 本次音乐会由岳阳市
委、市政府主办。演出现场，来自省歌舞剧院合唱
团等的140多位艺术家，激情演绎了14首经典抗战
歌曲，将音乐会推向高潮。

雁峰区禁毒“飓风行动”显成效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 （记者 徐德荣）“现在，

我们社区没有发现吸毒人员了。”今天，衡阳市雁
峰区禁毒办工作人员来到该区雁峰街道雨花亭社
区，就禁毒“飓风行动”进行民情调查，社区居民李
小明高兴地说。

今年8月以来， 雁峰区在全区开展禁毒专项
“飓风行动”，由公安机关牵头，以社区为单位，全
面集中收治特殊病涉毒人员，做到应收尽收，取得
显著成效， 已收治特殊病吸毒贩毒人员79人，社
会治安显著好转。

泸溪30名贫困生获助学金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向

晓玲）今天，记者从泸溪县教育局获悉，湖南太阳
慈善助学基金会首次在泸溪开展教育助学，为30
名学生发放奖助学金10.4万元。

据介绍，湖南太阳慈善助学基金会是2013年
由湖南省民政厅批准筹办、2014年2月正式建立
的私募基金会。 该会主要帮助偏远地区在校贫困
优秀学生完成学业，同时进行赈灾救助、社会帮扶
和助老助残等慈善事业。

9月13日，隆回县城，志愿者义务为邵阳市第三届艺术节非遗展演服务。近年来，隆回县大力弘扬“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志愿者精神，先后有8.6万名干部职工在网上注册，成为志愿者，积极参与文明劝导、种绿护绿、扶贫帮困
等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罗理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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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33 1040 1074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45 173 388385

8 37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2128570
1 2037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902
1336
23704

3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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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4577
22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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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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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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