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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李颖）10月8日，洪江市江市镇中心学校师生参观
了镇里的红军烈士纪念碑，并听“五老”（老党员、老
教师，老战士等）代表张正良、邱宏麒讲述了红军长
征经过洪江时的故事。

为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
国史重要指示精神，近年来，怀化市关工委充分发
挥“五老”作用，运用当地红色资源和“五老”亲身
经历，向青少年开展“两史”教育。该市组织2200
多位“五老”人员，组成260个“两史”教育宣讲团，

开展丰富多彩的“两史”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从
小树立远大理想，自觉听党话、跟党走。今年来，全
市参加“两史”教育活动的中小学生就达70万人
次。

“五老”出山，“两史”教育更具感染力、说服
力。会同县粟裕纪念馆原馆长、今年74岁的罗本义，
讲述粟裕大将战斗故事、英雄事迹，已举办报告会
1000余场，场场爆满。麻阳关工委组织“五老”120
多人，到全县各中小学宣讲，让4万余人受到“两史”
教育。芷江关工委还组织“五老”编印乡土教材《爱

我中华、爱我芷江》，赠送给中小学生。沅陵县夕阳
红演出队用党史故事进行艺术创作， 演一场火一
场。

夕阳红释放正能量， 激励青少年茁壮成长。近
年来，怀化市先后涌现1200余名励志青少年、希望
之星，以及大批年青志愿者、爱心假日小队员等。在
全国“关爱明天、普法先行”活动中，全市有42所中
小学校获评“零犯罪学校”。今年8月，中国关工委主
任顾秀莲作出批示， 对怀化市的做法予以肯定，要
求在全国关工委系统推广怀化经验。

�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杨定
军 汤文彬）10月8日， 记者在益阳怡康老年公寓见
到了9月初被评为“湖南百岁健康之星”的姚弘道。
这处老年公寓里住着200多位老人， 他们在服务人
员照料下，健康快乐地生活着。

益阳怡康老年公寓是一处公办民营的养老机
构。据了解，近年来，益阳市大力发展老年社会福利
事业，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尤其是机构养老，发展
快、来势好。至9月底，全市已有公办、民办养老机构
35处，床位4328张。目前正在建设的公办、民办养老
机构14处。不久后，全市社会养老机构床位总数将
达到1.2万张。

机构养老，一般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护理、健康管
理、文体娱乐等综合性服务。目前，益阳市60岁以上
老年人占总人口15.69%，高于全国平均0.8个百分点。
为实现老有所养， 该市努力做好特困供养老人兜底
保障工作，建好敬老院、幸福院和五保之家等，并大
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在此
基础上，针对多样化养老需求，大力发展机构养老。
通过安排专项资金、 为民办实事项目及争取金融政
策支持等途径，多方筹资，兴办公办养老机构。近5年
来，全市共投入4亿多元，用于公办养老机构建设。

同时，益阳市通过政策、资金扶持和招商引资
等，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养老机构。今年来，市民

政局先后引进湖南旺寿养老城、华旺温馨老年公寓
项目，总投资2亿元。另外，有3个项目正在洽谈中。

益阳市还积极推进医养服务结合，提高老年人
生活质量。鼓励有条件的养老机构投资建设医疗机
构， 支持医疗机构兴办医养护一体化养老机构。目
前，全市医疗机构已申请建养老床位2400张。

�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郭云飞 通讯员
蔡东赢）10月8日，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与区住
建局等部门的干部进社区、到村组，做好资江风
貌带建设征拆对象思想工作。

据了解，益阳市规划将资江风貌带打造成为
中心城区产业带、生态带、休闲带、文化带、安全
带，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资阳区承担的资江风
貌带建设全长12.3公里， 征拆面积近55万平方
米。该区由区级领导牵头负责征地拆迁，并选出
群众代表组建征拆小组，参与评估、确权等过程。
至10月7日，已有2650户居民签订征收补偿安置
协议，占总征拆户数50.95%。

9月召开的资阳区第五次党代会明确提出，
全力建设滨江新城，激发发展新活力。围绕这一
目标，该区将充分发挥滨江亲水优势，精心做好

“水、园、路、桥、岸、房”6篇文章，加快建设集防洪
保安、生态宜居于一体的现代滨江新城;积极实
施“南接、北拓、西提、东扩”城市发展战略，促进
城区与迎风桥组团、黄家湖地区及其他区域协调
发展。

同时，资阳区将加快产城融合步伐,大力发
展旅游、文化、养老、健康、体育等“五大幸福产
业”，积极打造创新创业创投创客“四创联动”平
台，推动物流、电商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目前，资阳区正扎实推进资江风貌带、棚户
区改造、红联冷链物流中心、电子商务生态城、青
年创业大厦、 云梦方舟国际度假区等项目建设，
同步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交通管理模范
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五城同创”活动。

�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欧阳倩）“要以强烈的
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为加快建设具有国
际品质和湖湘文化特色的精品之区而努力奋
斗。”前不久召开的长沙市芙蓉区第五次党代会，
发出了建设精品城区的动员令。

精品城区如何打造?在芙蓉区委书记于新凡
看来，第一要务是提升综合实力，关键任务是提
升城市化水平，重中之重是提升城区品质，助力
点是提升区域竞争力， 终极目标是提升民生福
祉，根本保障是加强党的领导。

目前，芙蓉区正瞄准产业高端，发展地铁经
济、楼宇经济、服务经济，推动现代服务业聚集发
展； 促进金融等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互联网产业生态链。完善
城市功能分区，构建立体化交通体系，全面推进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及社区提质提档改造；以国
际标准完善隆平新区建设，推进隆平新区板块成
为长沙次中心和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的重要战
略节点。壮大发展格局，统筹浏阳河东西两岸规划
建设，彰显滨水城区特色；坚持绿色发展，加强浏
阳河水环境整治，实施“新三年大造绿”，持续推进
“清霾”“碧水”“净土”“静音”行动。将在2020年之
前，建设1000公里绿道、1000公里慢步道，实现主
城区新增公园和游园100个，提质改造一批居住区
公园，向“千园之城”迈进。深化改革创新，积极融
入“一带一路”，参与长江经济带产业协作，对接长
株潭一体化发展， 全方位参与区域经济交流与合
作；充分发挥浏阳河文旅产业带主轴作用，打造文
化创意产业升级版。加速民生改善，从重点领域、
重点问题入手，绘就民生事业发展的路线图。

�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通讯员
苏钢 盛启瑛 记者 杨军）美味佳肴
芳香扑鼻、文艺汇演十分精彩、有奖
竞答惊喜连连……10月1日至7日，
益阳市第一届美食文化旅游节在8
个县级分会场举行，引来大批游客，
他们与当地群众共品美食、 共赏美
景，流连忘返。

此次美食文化旅游节将美食与
旅游结合， 让游客在享受美食的同
时，又能赏美景、看演出。活动期间，
主办方打出“益阳美食”品牌，举办
了“十大名菜”“十大名厨”“十大名
店”等评选活动，并通过广泛征集意
见和举办网络投票等，扩大“益阳美
食”影响，吸引4万微信粉丝关注。

佳节过得好不好？
“中国好人”情牵长沙老人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李文耀)今天上午，
湖南好人艺术团的志愿者们在“中国好人”卢瑞雄
的带领下，来到长沙市开福区湘春路的老年公寓，
进行慰问演出并向老人们赠送了节日礼品。

今年70岁的卢瑞雄， 在开福区幸福桥足足做
了13年的社区义工。他与人为善、甘洒余热的质朴
情怀，感动了数以万计的开福人。2006年 ,他组建
了一支由36名离退休居民组成的“夕阳红”党员义
务治安巡逻队，平均年龄66岁以上。他带着这支队
伍， 每天穿梭在社区街巷里义务巡逻。 这个爱管

“闲事”的老头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百姓的拥戴。
2013年,他被评为长沙市“五老”先进个人;2014年，
他当选为助人为乐的“中国好人”。

怀化：夕阳红释放正能量
市关工委组织“五老”开展“两史”教育

益阳：机构养老来势看好
已建公办、民办养老机构35处，在建14处，总床位将达1.2万张

瘫痪在床有亲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建国

10月8日中午，江华瑶族自治县涔天河管理局
58岁的张志林，趁着气温升高，忙给80岁的岳母吴
济秀洗澡。然后，擦干净老人身上的水珠，熟练地
用浴巾抱起吴济秀，放在床上。

2010年10月28日，吴济秀饭后上街散步，突然
遭遇车祸。出院后，吴济秀全身瘫痪，吃喝拉撒全
要照顾。

张志林的妻子凤梅说：“我唯一的哥哥在大山
里工作，为方便照顾我妈，志林二话没说，主动把
我妈接回家。”家里请过几个保姆，但干得时间最
长的没超过两个月。

凤梅告诉记者：“妈妈瘫痪后，身体很沉，给她翻
个身都要很大的力气。一开始，我和志林轮流每天凌
晨3时准时起来，给妈妈换尿片，有时还得洗澡或擦
身子。后来，志林见我身体不太好，舍不得我凌晨起
床，他就主动起来给妈妈换尿片。还给我妈洗澡、按
摩， 我在旁边当帮手。 这么多年来， 他没有半点怨
言。”记者走进吴济秀老人的房间，干净整洁，没有异
味，吴济秀红光满面地躺在床上。她用含混不清的话
语对记者说：“女儿女婿真好。”

资阳区做好新城6篇文章

芙蓉区着力建设精品城区

� � � � 10月8日下午， 洪江市老年大学的50余名学员在光荣院开展慰问演出
活动，庆祝重阳节。 杨锡建 向祺文 摄影报道庆重阳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欧阳友忠 骆力军）10月8
日晚8时，宁远县“孝感天地慈孝大讲
堂暨全球华人孝亲沐足活动”启动仪
式，在该县毛家饭店举行。

该县舜文化研究专家郑国茂主
讲了“孝感天地慈孝讲座”，他说：“举

办这次活动，目的是大力弘扬舜帝精
神，进一步营造孝老敬老氛围。”为父
母等长辈洗脚的30名青少年，是从该
县各学校主动报名的学生中，挑选出
来的。该县桂冠中学初一学生周子渝
对记者说:“非常光荣！ 让我懂得了要
孝顺父母，做好自己。”

宁远30名青少年为长辈洗脚

徐德荣 何韬

10月7日，衡阳市蒸湘区立新二社区，4名身着
红马褂的老人走街串巷，他们是社区“银发”志愿
者服务队成员。领队的老人叫贺宗武，今年81岁。

2004年，社区成立银发志愿者服务队，贺宗武
第一时间来报名。此后，他坚持每周五值班，清扫垃
圾、制止不文明行为、为居民排忧解难……

去年1月，贺宗武和朋友闲聊时，得知社区居
民吕友芬家境困难，丈夫得了肝硬化，儿子正在读
高中。热心的贺宗武伸出援手，逢年过节，他总要
带着粮、油、现金等，去吕友芬家慰问。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我以奉
献为乐。”贺宗武说。

贺宗武22岁进入界牌陶瓷总厂工作， 刻苦工
作，直到退休从未休过探亲假。他还致力于科研创
新，取得140余项科研成果，其中4项入选《中国实
用科技成果大辞典》。去年，贺宗武又签下协议，去
世后将肾脏、心脏、眼角膜等器官悉数捐出。

“我以奉献为乐”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6年 10月 8日

第 2016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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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1040 317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90 173 153970

8 7 4

益阳举办首届美食文化旅游节

�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沙
兆华） 为了完善城乡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 以法律援助助力精准扶贫工
作，今天，由省司法厅、长沙市司法
局指导， 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携手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开启了“法律
扶贫进村组”活动序幕。

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是全国优

秀律师事务所、也是全国化解社会矛
盾先进单位。在此次活动中，弘一律
师事务所将选派优秀青年律师，与湖
南师范大学法学专家和学生一起，为
贫困山区的群众送去法律服务，采取
义务普法宣传、义务法律咨询和发放
宣传读本等形式，打通贫困农村地区
百姓诉求表达的“最后一公里”。

“法律扶贫进村组”活动启动

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县市区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