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满长水 李丹丹

“钟秀学校的孝德教育和多彩生活
课程， 生动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教育要
求， 确实是在用心、 用情做教育。” 11
月11日， 平江县谈岑学区办负责人带
领辖区校长一行17人赴怀化市鹤城区
钟秀学校参观后， 对该校的孝德教育赞
叹不已。

“党的十九大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 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我们
进一步推进孝德教育增添了信心。” 钟
秀学校校长李全刚说， 近年来， 学校把
孝德和多彩生活课程打造成孝美文化
的有力支撑， 力求通过生动活泼的素
养教育、 生活教育， 培育学生美丽心
灵。

走进钟秀学校， 大门处“做个有道
德的人” 几个红色大字熠熠生辉； 漫步
校园， 斗拱白廊， 垂柳如烟， 芳草映衬
下一座座孝道文化石卓尔不群， 二十
四孝文化长廊书写着古往今来的美德
传承， 孩子们行孝的照片被制作成精
美的展板悬挂在走廊两侧， 自然与人
文环境交相辉映。

给长辈洗脚、 捶背、 倒茶、 唱歌、
谈心， 陪长辈散步、 锻炼、 做家务……
是钟秀学校孩子们必做的家庭作业。 钟
秀学校开设孝德教育课， 专门编写并由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1至6年级六册
教材 《孝德》， 进行孝老爱亲启蒙教育。
该校4年级学生刘智恒的母亲在“夸夸
我家的孝德之星” 征文中写道： “当孩
子稚嫩的小手给我搓脚背的时候， 我的
眼泪流了下来。 我从来没有给我的父母
洗过脚， 今后我也要给我的父母洗洗
脚。”

该校创造性地从“运动与健康”
“经典与素养” “交往与合作” “艺术
与审美” “生活与创造” 5个维度， 开
设了“小小美发师” “茗雅阁茶艺”
“泡泡小屋洗衣社” “美食烹饪” 等73
门少年宫多彩生活课程。 孩子们在少
年宫里学会了梳头发、 做饭、 洗衣、 茶
艺、 安全使用水电等生活技能， 回家后
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成为父母
的“暖心小棉袄”。

3年级学生夏梓岳的爷爷给学校负
责人发短信说： “学校推行孝道教育，
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会使学生终身受
益。” 这所建校仅6年的年轻学校， 已跻
身“全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百佳实验学
校” 和“湖南省德育课程教学与研究实
验学校” 的行列。

培育学生
美丽心灵

———记鹤城区钟秀学校的孝德教育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通讯员 李贵 记者 李秉钧）
11月15日， 郴州市苏仙区文物所负责人介绍， 在该区五
里牌镇龙岩寺发现古墓塔36座， 最早的有明代弘治、 万
历年间的墓塔， 分布在寺庙周围山林中。

墓塔是古代佛教信徒为埋葬遗体或舍利而建造的。
苏仙区龙岩寺是一座隐匿在深山丛林中、 距今已有800多
年历史的古寺。 龙岩寺住持释礼春介绍， 这些墓塔层级
不一， 其中清同治年间的双子墓塔较罕见。

“龙岩寺发现的双子墓塔有七层高， 在佛教中意为
七级浮屠， 说明里面存放的是两位高僧大德圆寂后的舍
利， 受后人景仰。” 郴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专家召集
人张式成说。

据考证， 龙岩寺七层双子墓塔是佛教曹洞宗古爽派
传人福归老大和尚、 万灵大和尚的舍利存放处， 占地20
余平方米， 两座塔形制相同， 高约5米， 由丹霞石砌成，
并雕刻了双狮滚绣球、 双凤朝阳等精美图案。 墓塔后墙
镶嵌汉白玉主碑， 上额刻有“衣钵流芳” 4字， 两侧墓碑
分别记载了两位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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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武 欧阳倩

自从有了城市， 城市管理就成了问
题。问题，总要破题，怎么办？

长沙市望城区找到了一个破题之
法：发动百姓都来参与管理。现在，望城
别有一番风景：在乡镇、在社区、在农村，
每个店主、每个居民都是城管志愿者。他
们都把“门前三包”作为自己应尽的社会
责任，主动参与城市管理，广大群众执手
点燃的文明之火熊熊燃烧。

夕阳之光

2011年5月，望城撤县设区。从此，望
城由农村变成了城市。

招牌可以几分钟就换了，而思想观
念、生活习惯、管理方式的转变却有着
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相对于老城区而
言，望城的城市管理更难。但新城区也
有新城区的优势，可以避开老城区曾经
走过的弯路， 另辟一条城市管理的新
路。

2012年， 当时的区委区政府领导在
参观学习了济南市“百姓城管”之后，觉
得他们的模式很好， 决定成立望城区百
姓城管志愿者协会。

谁来牵头？谁又愿意接这个烫手“山
芋”？区委区政府认为，区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正县级退休干部罗诚有思想、有
干劲、有办法，是合适人选。

罗诚“临危受命”，他在接受采访时
说：“我翻烂了3页纸的济南城管调研报
告后，心里慢慢有了思路。‘百姓城管’的
关键， 在于组织和发动广大群众参与。”
先由哪些人来组织、发动？罗诚想到了离

退休老同志。
乌山街道家馨园小区是一个无物

业管理的小区，环境差、管理乱、停车
难。2013年， 由高塘小学退休校长胡亦
明牵头，成立了城管志愿小组。在她的
倡议下，一批退休干部、党员主动担任
楼栋长，义务负责每个单元的卫生。“开
始是我们退休干部打扫，后来，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到扫楼队伍，再后来，通过
我们的行动和劝导，乱丢乱扔的人越来
越少了。”

罗诚说：“没有多久， 像胡亦明这样
热心的退休老干部越来越多。”80多岁的
望城区法院退休老干部杨奇林， 担任法
院宿舍区志愿小组副组长， 经常带头参
加宿舍区的义务清扫活动； 湛水村76岁
的老支书汪孝先，拿到街道打印的“门前
三包”责任书后，自己花钱过塑、装订好，
挨家挨户送到居民手上；63岁的乔口社
区荷叶湖片老支书主动腾出自家的一间
房，作为“百姓城管”志愿小组的活动阵
地。

夕阳无限好， 夕阳无限红。 望城区
“百姓城管”的这片天，很快被“夕阳”照
亮了。

星星之火

环境卫生，是城市的脸，也是城管的
难。环境治理的星星之火，最初在金山桥
街道桐林坳社区银孔围组点燃。

银孔围组原组长胡丙炎用“惨不忍
睹” 来形容村庄此前的面貌。 在望城区

“美丽乡村”建设的号召下，胡丙炎决心
自己带头干，先把自家房屋、庭院收拾整
洁。看到胡丙炎家的庭院四季如春、洁净

清新， 村民们坐不住了。 胡丙炎因势利
导，一家一户上门鼓动，村民纷纷参与进
来，一步步把乡村变美。

罗诚从这一件事中得到启发： 银孔
围美丽乡村建设可以把环境卫生包到每
家每户， 城市的楼栋、 店面也可以这样
做。店店发力、户户承包，城市管理的难
题就迎刃而解了。

星星之火， 总会有无穷的爆发力和
传播力。 很快，“银孔围” 模式在望城燎
原。区委区政府随即引导：百姓城管进万
家，再造千个银孔围。

在街镇门店， 每家店主主动承担
“门前三包”的责任。东马农贸市场摊主
张勇说：“开门就打扫店前、门后，这成
了我们的习惯。” 金悦花园在小区提质
改造时，居民主动投工投劳捐资。以拾
荒货为生的70岁的龙五娭毑主动捐出
200元钱，“我也为我们小区变得更美尽
一份心意。” 乔口社区村民杨国民说：
“以前农村家禽是散养，随处都是粪便。
现在我们所有家禽都是圈养，村里环境
好了很多。”

罗诚说：“只有群众参与的城市管
理，才更有活力、更有动力、更有耐力。”

长效之光

“百姓城管”的“火”是烧起来了，但
“火”能否烧得更旺、烧得持久？

望城区百姓城管志愿者协会以机
关单位、街道社区、商户门店、农村村
组为单位， 在全区范围建立700余个
志愿小组， 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月评
比、季评比。

从2012年成立至今，百姓城管志

愿者协会志愿者已发展到近30万人，网
络体系覆盖全区各个角落。

同时， 望城区还以情景剧、 文艺汇
演、演讲比赛的形式，让城管人员、市民
代表、摊贩代表等人员参加，通过寓教于
乐， 把城管工作和老百姓紧密联系在一
起。百姓城管大讲堂、百姓城管监督员、
百姓义务城管队、 百姓城管文化墙……
形式多样的活动，为“百姓城管”输送了
源源不断的“氧气”，进一步助燃文明之
火。

文明，只有文明，才是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真正源泉。“百姓
城管”， 让生活于斯的老百姓居住环境
美了、好了，老百姓生活更舒适了，也让
更多的人受益。东马农贸市场是2010年
在重建安置地自发形成的市场，脏乱差
的环境让不少街坊邻居望而却步。市场
内100多名店主加入“百姓城管”，各自
管理、相互监督。店主李奇说：“环境好
了，来买菜的人就多了。以前一个摊位
月收入大概4000元， 现在有将近7000
元。”

政府也受益。“百姓城管”降低了政
府城市管理的难度， 也减少了财政支
出。 以乔口镇集镇4000余米的道路为
例，以往需要聘请40名环卫工人，由店
面各自负责店前店后卫生后，只需要17
名环卫工人，每年可节省财政资金约50
万元。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周玉意）
11月14日上午8时， 隆回县荷香桥镇九牛坳村村民陈金娥
像往常一样， 把村里各家各户门口的垃圾收集到村里垃
圾收集点。 随后， 统一配置的垃圾转运车将垃圾转运至
镇里垃圾中转站， 经压缩并清除污水后， 再进行集中处
理。

今年来， 隆回县开展治脏整乱添美行动， 做到城乡
环卫清扫保洁全覆盖， 城乡逐渐告别“脏、 乱、 差”。

在这场行动中， 隆回县推行垃圾收集转运市场化运
作模式， 建立起“城乡一体统筹兼顾、 清扫保洁全面覆
盖、 收集转运专业运作、 处理方式集中统一” 的闭环管
理系统。 将县城保洁范围由去年140余万平方米增加到
290万平方米， 专业保洁公司由去年1家增加到3家。 同
时， 在农村按照“户分类-村收集-营运商转运-县集中处
理” 的方式， 对垃圾进行清扫收集转运。 今年来， 全县新
建、 改建乡镇垃圾中转站17座， 新建村级垃圾收集点
2626个， 配备垃圾桶1.4万余个， 配备垃圾收运车71辆。
还在全县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设立保洁公益性岗位2326个。
全县城乡垃圾清扫实现日产日清。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文丽贵）
近日， 在南岳方广寺景区二贤祠内， 几名工作人员正在
加紧布置廉政文化展厅。 这标志着南岳景区首个廉政文
化教育基地即将投入使用。

南岳方广寺景区二贤祠是为了纪念宋代理学大家朱
熹、 张栻而建。 史载， 宋乾道三年， 朱熹、 张栻曾相会
南岳衡山， 西人踏雪赏景、 作诗唱和， “极一时之雅”。
后精选出149首， 其中50余首乃游览方广寺之作， 由张栻
写序言， 朱熹作后记， 辑为 《南岳唱酬集》 一书行世。
成为湖湘文化史上一大事。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集大成
者， 更有不少廉政思想的论述， “颠簸不失志， 贫贱亦
清廉”， 这句话也是他一生恪守的信条。

今年来， 南岳景区在挖掘南岳深厚历史文化的同时，
深度挖掘廉洁、 廉政内涵， 启动南岳首个廉政文化教育
基地建设。 据了解， 二贤祠廉政文化教育基地祠内不仅
设立思贤自律斋、 自省起悟堂， 还有“十莲图”、 “公生
明， 廉生威” 等剪纸创作和文化经典， 鲜明生动地体现
廉政内涵。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李曼斯 杨赛强） 今天， 宁乡
县交通运输管理所向媒体透露， 宁乡县近日有15台营运
货车因超限运输被依法吊销道路运输证， 并有1家道路运
输企业因1年内违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
车辆总数10%， 被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

据案件信息显示， 这15台营运货车在1年内公路违法
超限运输累计达3次以上， 根据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
六十六条规定作出该处罚， 并向社会进行通报。

“车辆违法超限超载运输不仅损坏公路基础设施， 引
发大量的道路交通事故， 而且直接导致道路运输市场的
恶性竞争和车辆生产使用秩序的混乱。” 宁乡县交通运输
管理所负责人提醒货运经营者和驾驶人， 应引以为戒，
遵纪守法。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谭丽 陈娟

11月16日， 阴雨绵绵。 伴随着阵阵
寒意， 湘潭市雨湖区窑湾街道唐兴寺社
区罗霞辉的心头却是暖暖的。 家里的新
房装修完了， 他忙着搞卫生， 为搬迁新
居做准备。

72岁的罗霞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窑
湾人， 邻居们都习惯性地喊他“老罗”。
他1961年到原湘潭船舶厂工作， 在单
位分了一套58平方米的宿舍， 一住就是
30多年。 “以前住在杨梅洲， 最不方便
的是看病、 出行， 出门就要坐船， 在路
上花的时间很多。 而且杨梅洲一年要涨
几次水， 一涨水就得搬家。” 说起过去
的日子， 老罗一脸无奈。

老罗告诉记者， 原来的老房子只有
一房一厅， 属于筒子楼， 没有卫生间，
只好临时搭建了一个厕所。 本来有个厨
房， 因为房子太小， 2007年儿子结婚
后， 就把厨房改造成了杂物间。 孙子出
生、 老伴过世后， 他和孙子就在杂物间
住了很多年。

去年4月， 窑湾街道启动杨梅洲公园
一期项目， 老罗家的房子在征收范围内。
作为一名党员， 老罗带头签约， 于当年6
月就与征拆事务所签订了房屋拆除协议。
随后， 他主动到周边居民家做工作， 号
召大家积极签约配合项目推进。 在他的
带动下， 大家纷纷签约， 推动了杨梅洲
公园一期项目拆迁工作的完成。

在老罗位于湘潭市中心的新家， 映
入眼帘的是全新的装修， 采光良好， 不

仅有独立的厕所， 还有装备齐全的厨
房。

“我们不仅拿到了征拆款， 还享受
政府优惠政策， 在市中心的一个小区买
下了这套13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 三室
两厅， 够我们一家四口住了。 按当时政
策， 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还有每平方米
200元的奖励， 房屋契税可减半， 所以
新房子也买得很实惠。” 对此， 老罗一
家表示很高兴。

说起窑湾的变化， 老罗滔滔不绝：
“以前的窑湾很繁华， 后来慢慢衰落了。
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 有很深的感情。
我不舍得搬离窑湾， 但在市里着力将窑
湾打造成景区的形势下， 我作为党员，
有义务支持项目发展。 我也期待项目建
成后， 能够再现当年窑湾的繁华盛景。”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邓鸿瑶 彭瑾业

“你们要好好写写我们村的唐上君，
他岁数那么大， 还坚持义务辅导那些留
守伢子， 真的不简单。” 最近， 记者到
安化县奎溪镇雾寒村采访， 村党支部书
记马利说。

今年90岁的唐上君， 当过40多年教
师， 退休后回到家乡居住。 他从1997年
开始， 免费为村里的留守儿童辅导功课，
20年来没有间断， 受到乡亲们称赞。

记者眼前的唐上君， 除了有些驼背
外， 耳不聋眼不花， 显得十分硬朗， 不
像是90岁的人。 雾寒村山高路远， 村
里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 加上乡

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 留守在家的孩子
心中有疑问没处请教， 一些小孩成绩跟
不上班， 有的还因此辍学。 看到这种情
况， 本来可以在家里安享晚年的唐上君
坐不住了， 在自己家里办起了补习班，
义务为学生辅导功课。

每到双休日或寒暑假， 是唐上君家
最热闹的时候， 村里的孩子们聚在这里
补习功课。 由于缺少父母陪伴， 一些孩
子内向自闭、 缺乏自信。 对于每个孩子
的学习情况， 唐上君心里一清二楚， 今
天补什么、 明天练什么， 他都制定了计
划。 学生们看似费解的难题， 在他讲解
下变得通俗易懂起来。

在帮学生补习时， 唐上君也遇到过
自己不会解答的问题。 这时， 他把问题

抄下来， 再去翻阅资料， 或找村里的大
学生询问。 他自费购买了不少书籍、 订
阅了一些杂志， 经常学习。 他还到雾寒
完小、 木榴完小， 去课堂旁听， 课后与
老师交流教育方法。

教孩子们很累很辛苦， 但唐上君在
帮助孩子们的同时， 也收获了快乐。 他
说： “一次有个学生来我家问题目， 我
给他讲解后， 问他懂了吗?�他回答说懂
了， 并对我说‘爷爷， 你自己要保重’。
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值了。”

唐上君告诉记者， 为孩子们补习功
课， 是尽自己作为教师的一份职责。 他
说： “把后代培养好了， 对国家、 社会、
家庭都好。 我是教师、 也是党员， 有责任
把这件事做下去， 直到做不动了为止。”

文明之火
———望城区“百姓城管”的光与热

隆回城乡环卫全覆盖

宁乡15台货车超限严罚

窑湾老罗的幸福变迁

南岳景区将建成
首个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老百姓的故事 唐上君：义务为留守儿童补课20年

苏仙区发现36座古墓塔

11月15日， 电力工
人在宁远县黑立井光伏
发电站进行并网电线架
设施工。 目前， 该县总
装机容量1.714万千瓦的
14个光伏发电站， 全面
完成并网线路架设， 将
于月底投入发电， 带动
全县1703户贫困户受益。
乐水旺 陈怀松 摄影报道

贫困户新增
“阳光收入”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16日

第 2017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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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1040 494000

组选三 731 346 252926
组选六 0 173 0

2 2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16日 第2017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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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5949333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4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923669
1 19888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58
59885

1210785
8283735

38
2162
44672
297074

3000
200
10
5

1606 14 18 2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