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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冯丽萍 雷中祥)青山掩映，绿水悠悠。
5月16日， 记者在永州市冷水滩区牛角镇石
溪江河畔见到，溪水清澈见底，溪边芳草如
茵，不时还有几只白鹭飞过。清风徐来，人在
景中， 感觉分外惬意。“水变清了， 岸变绿
了！” 村民伍大爷带着蹒跚学步的孙子在溪
边散步游玩，对于石溪江的变化，赞不绝口。

冷水滩区因地处湘江河滩而得名。全
区共有26条支流汇入湘江，境内河流总长
420多公里，有水库120座，水资源极为丰

富。前些年，由于滥伐、滥采、滥排、滥倒，很
多河道污染严重。近些年，随着河长制工作
的全面推行， 该区围绕河长制六大工作任
务，形成“领导带头、部门联动、群众参与、
合力治水”的良好局面。在河道的治理上，
该区以建设样板河库来带动所有水库、河
道治理。全区19个乡镇街道分别选取一条
河流和一个水库开展样板河库建设， 通过
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开展河道疏浚、
河岸护坡、边坡种草、河岸植树绿化等综合
治理，对沿河两岸进行植树、种草，全面进

行绿化、美化，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宜居生态水环境。

在石溪江牛角坝段，水清岸美的景色让
人陶醉，河道两岸绿色慢道成了众多村民闲
暇之余健身的好去处。“现在河道整治得这
么漂亮， 村民们一有空闲都喜欢来这里，或
散步健身，或纳凉聊天。”村民伍建成说。

“一河一亮点”“一库一特色”。走在样
板河道楚江岚角山段、 湘江蔡市镇邓家埔
村段和示范水库岭口水库的堤岸上， 呈现
在记者眼前的是水清岸绿的全新生态。

冷水滩区水利局负责人介绍， 该区河
长制、 河库管护联合执法典型做法得到国
家及省、市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今后将加
强河道清理保洁，让每座水库、每条河流都
配备专属“河道保姆”，让全区所有水库、河
道成为美丽宜人的景观。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刘魁春 戴军） “这几年，
蒸水河的水质变好啦。”。5月17日中午12
时， 衡阳县西渡镇明翰社区居民罗烈娥拧
开水龙头，淘米洗菜做中饭。清澈干净的自
来水哗哗地流进洗菜池。罗烈娥高兴地说，
县城20万居民能喝上“放心水”，与县里推
行河长制分不开。

衡阳县境内有湘江衡阳县段、蒸水、横
江铺河、武水河等大小河流94条，大小水

库222座。前几年，由于河流监管不到位，
水质变得浑浊， 个别河流里的水一年四季
都是乳白色，绿水变成了“牛奶”。2017年，
衡阳县全面推行河长制， 建立健全县、乡
镇、村三级河长管理体系，全县共配齐三级
河长609人，为河道治理保驾护航。该县还
创新河道管理模式， 在全县26个乡镇、园
区共聘用30名老同志、老党员、老干部担
任民间河长，加强日常巡查监督管理，如发
现河流存在非法排污、河岸有垃圾、河面出

现漂浮物等问题时， 及时向该河流河长汇
报，并督促落实。

针对部分河段监管不到位， 出现脏乱
差的现象， 衡阳县政府出台严禁在河道内
采砂、钓鱼电鱼、污水直排、种菜和倾倒垃
圾等5项规定，先后在公安、水利、环保等部
门抽调20多名执法人员，组建县河道联合
执法队伍，配备执法巡逻车和快艇，重点对
蒸水河县城饮用水源地实行24小时监控。
如发现县城个别居民在饮用水源地保护

范围内钓鱼，执法人员将及时劝离，并依法
收缴渔具, 以实现有效保护蒸水河的渔业
资源，维护河流的生态平衡。

同时，该县还采取多种措施，确保禽畜粪
污不直排河流。县委主要负责人说，衡阳县推
行河长制3年来，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
优现已成为该县的生态名片。现在，县城饮用
水源地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水标准，县城居民
喝上了放心水。记者发现，蒸水河清花湾段重
现白鹤、苍鹭等珍稀鸟类的身影。

“一河一亮点”“一库一特色”
冷水滩区“绘”就水清岸绿全新生态

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 空气常优
衡阳县让居民喝上了“放心水”

常德市生态文明建设
公众满意度居全省第一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黄
道兵)今天，常德市发布2018年环境治理状况公报。去
年，该市生态环境质量有新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公众满
意度、污染防治攻坚战绩效考核均居全省市州第一。

去年， 常德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引，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以污染消除、生态
恢复、群众满意为标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各方面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沅
水、澧水常德区域总体水质为优，23个省控及以上考核
断面中达Ⅱ至Ⅲ类水标准的有22个，县级及以上9个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全市空气质量有所好转，市
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96天，同比增加21天。

同时， 污染防治强力推进。 省政府下达给常德的
349个污染防治攻坚战治理项目，已全部完成或达到时
序进度要求。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专项行动
中， 中央第四生态环保督察组共向常德市交办群众投
诉信访举报件34批次271件，已办结270件。省生态环保
督察期间交办503件信访举报件中，已办结502件。按照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要求，加大执法力
度，倒逼企业落实污染治理主体责任，停产整顿70多家
企业，并依法查处、关闭了一批企业。

一场特殊的
信访反馈会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胡素芳

“书记，您再给我数数。”资兴市州门
司镇李家湾村村民邹正坤走上主席台，
从镇党委书记谢彪手中接过“红袋子”，
激动地当场数了两遍， 但两次的数字对
不上，她便让谢彪帮着再数数，引来台下
一阵欢愉的笑声。

“一、二、三……”谢彪一张张数着，
还按10张一沓分开堆放， 帮着邹正坤现
场确认她家的退款金额：“50张， 共计
5000元，您收好咯。”

这是5月15日资兴市一次特殊的信
访反馈会上发生的有趣一幕。 这次信访
反馈会由资兴市州门司镇党委组织李家
湾村党员、组长和村民代表召开。会上，
资兴市纪委就群众多次上访， 反映该村
干部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现场答复和公
开评议，现场退还9户农户的巩固退耕还
林成果奖补资金2.85万元，便出现了开头
这一幕。

李家湾村地处资兴东部山区， 全村
总面积13260亩，共有13个村民小组、258
户、869人，集体经济薄弱。穷则思“变”，
村支两委干部便打起专项资金的“歪”
主意。

2008年， 李家湾村实施兰李公路硬
化工程，因该工程资金缺口较大，时任村
支两委干部便决定以农户实施南竹低改
的名义， 向上级争取巩固退耕还林奖补
资金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第二年， 李家湾村向资兴林业部门
递交申报资料， 将一连片改造的南竹面
积，上报为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项目，经林
业部门验收后，2011年6月， 资兴市财政
局将项目奖补资金下拨给李家湾村。按
政策规定， 符合要求的农户可享受每亩
700元的奖补资金， 但村里只按每亩200
元的标准发放给农户南竹低改奖补资
金， 剩余资金挪作兰李公路硬化和村集
体日常开支。

去年，资兴市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后，
进行认真调查， 督促李家湾村按政策规
定兑现项目奖补资金，将2.85万元退还给
9户退耕还林农户，4名涉事村干部也受
到相应的党纪处分。

湖南衡东首届
陈少梅文化艺术节启幕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章
焱平 周健 阳程杰）家在洞庭衡岳间，云彰深处是少
梅。5月22日至23日， 湖南衡东首届陈少梅文化艺术
节在衡东县举行。艺术节由省文联、衡阳市人民政府
主办，衡东县委、衡东县人民政府承办。

以“名家流韵、大美衡东”为主题的本届陈少梅
文化艺术节，将开展陈少梅美术馆艺术光影秀、开幕
式暨文艺汇演、“家在洞庭衡岳间” 陈少梅美术馆开
馆暨主题展览、“文脉相传·文化衡东”非遗艺术现场
展和“洣水画廊行”等五大主题活动。

陈少梅，名云彰，号升湖，字少梅，是中国近代著
名国画大师，祖籍衡东县霞流镇平田村，曾任中国美
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美术学院院长。他一
生致力于中国画的传承和发展，画风寓秀雅于阳刚，
深得宋贤山水笔墨精髓。21岁时，他的作品荣获比利
时建国百年纪念国际博览会美术银奖， 生前相继创
作《西园雅集图》《二十四孝图》《十二金钗》《高士图》
系列优秀作品达1000余幅。 现代著名书画家米景扬
称赞他是“近现代画坛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画
坛誉之为“唐寅以后第一人”，享有“马夏再世”之盛
誉，他与张大千、溥儒、金北楼（金城）并称为“民国四
大家”。2009年，陈少梅与齐白石、徐悲鸿等八位艺术
大师入选文化部《二十世纪美术作品画家档案》。

据悉，节会期间将现场展出陈少梅真迹作品、陈
少梅文房四宝、印章及生平资料、陈少梅风格作品以
及其他名家国画作品等。

零排放，更节能
长沙首批

新能源环卫车上路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周彦

英）纯电动路面养护车、纯电动洗扫车、纯电动清洗
车、纯电动自装卸式垃圾车……今天上午，长沙市举
行首批环卫新能源纯电动车大型交车仪式， 多款环
卫新能源车辆集中亮相中联环境园区，待上路后，环
卫作业可实现零排放、零污染。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实力守卫“长沙蓝”，长沙
市委、市政府积极部署，要求2019年全市城区更新新
能源环卫车150台。目前各区已确定新购69台，其中
芙蓉区23台、天心区10台、岳麓区16台、开福区10
台、雨花区10台。今天，首批交接的环卫新能源纯电
动车共计28台，5月底前将全部上路运行。

首批投入使用的新能源环卫车由中联重科环境
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相比传统环卫车， 新能源环卫
车更环保、更节能、更美观。”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副局
长胡刚介绍，由于纯电驱动，新能源环卫车实现零排
放，同时，综合运营及维护成本仅为同类型燃油车的
三分之一。此外，更新车辆目前已全部统一车型、外
观及编号，便于有效管理。

岳阳市
科技活动周启动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吴德胜 ）5月21日， 由岳阳市政府
主办、 岳阳市科技局承办的2019年岳阳
市科技活动周在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辖
下的君山蔬菜科研园举行。

据岳阳市科技局局长曹合群介绍，
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作为国家高新技术
农业企业， 处处能探寻到科技创新成果
散发的魅力与光彩。3年来， 这里先后获
得发明专利10项、 实用新型专利7项、科
技成果3项，15个种养业产品分别获得国
家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这里的新技
术、新成果、新设备、新产品是现代农业
的一个缩影。 公众不仅能近距离了解智
慧农业的魅力，还能体验绿色生产、观光
休闲。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刘玄）长沙南部片区地处长株潭3
市交界处，是长沙着力打造的“六大片区”
之一。今天上午，长沙市召开南部片区起
步区城市设计方案全国专家评审会。本次
评审长沙南部片区概念规划中确定的“西
牛”起步区，包括长株潭融城枢纽和牛角
塘两大控规单元， 总面积约18平方公里，
是南部片区的核心功能承载地和近期开

发建设的重点区域。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和长沙市

规划勘测设计院提出通过“汇人才、凝智
慧、聚要素”的发展逻辑探索，践行“山水
空间+建设空间、交通出行+用地开发、公
共空间+美好生活共同体” 高质量发展的
空间设计，有序实施“分期管控、弹性管
控、迭代管控”蓝图的动态路线，将“西牛”
起步区打造为一个绿色、智慧、人本的长

株潭融城都芯起步区与先锋探索区。
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该规划方案，

并对方案优化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专家
评审意见认为， 南部片区起步区城市设
计还需理清增量用地与存量用地， 进一
步明确长株潭融城所需产业与回归生活
的本质需求；加强绿心生态保护的同时，
围绕生态敏感地区， 强化周边区域的生
态建设与利用。

专家“把脉”长沙南部片区起步区城市设计方案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李永亮 朱晖
谭洪汀）“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有望写
成经典文学作品。”今天，陈世旭、刘兆林、
彭见明等20位著名作家到株洲清水塘采
风，他们表示，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深
刻反映了新中国70年来的沧桑巨变，背后

的“清水塘故事”感人至深，值得书写。
据介绍，目前，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

改造取得重大实质性突破，261家工业
企业全部关停退出，清水塘生态科技新
城已启动建设。此次采风活动为期3天，
作家们将先后到株冶、霞湾港污水处理

项目等搬迁改造一线走访，并与搬迁改
造企业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交流。中
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陈世旭说，清水
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是一幅反映中国
现代工业更迭的壮丽图景，他很荣幸能
近距离观察这段历史，并将其创作成文
学作品。

当天， 作家们还参加了地处清水塘
地区的秋瑾故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揭
牌仪式。

20位著名作家赴株洲清水塘采风
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有望写成经典文学作品

湖南日报记者 罗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彬

5月中旬， 蓝山县汇源瑶族乡中心小
学，55岁的瑶族伞舞传承人赵金付举着五
彩花伞，领着一群学生，跳起欢快的瑶族
伞舞。4年前，汇源中心小学将瑶族伞舞列
为传统特色文化教学课程，赵金付一直坚
持向学生传授瑶族伞舞技巧。

“瑶族的五彩花伞，绸布顶，竹骨架，
边缘缝有青蛙、乌龟、鱼、稻穗、石榴花等
彩色剪纸，寓意岁岁平安，五谷丰登。”家
住汇源瑶族乡湘蓝村黄竹埂组的赵金付，
学习和传承瑶族伞舞已有40年，对瑶族伞
舞领悟透彻。

瑶族伞舞的传说代代相传。1000多
年前，瑶族祖先漂洋过海迁徙时，在海上
遇到大风浪， 借助伞的浮力才死里逃生，
伞因此成为瑶族同胞吉祥、 平安的象征，

伞舞成为瑶家喜庆活动的祝福和问候礼
仪。瑶族伞舞分为单人舞、双人舞和伞龙
舞等形式，粗犷严谨，刚柔相济。

耳濡目染之下，赵金付从小就对瑶族
伞舞产生浓厚兴趣。1978年初中毕业后，
赵金付即跟随伯父赵子凤学习瑶族伞舞。
2001年，伯父去世后，赵金付接过接力棒，
挑起传承瑶族伞舞的重任。

2007年， 赵金付参与编排和演出的
瑶族特色舞蹈《瑶族伞舞》登上蓝山县“喜
迎十七大”文艺汇演舞台。2008年，赵金付
主持历时15天的湘蓝村度戒仪式， 将伞
舞、刀舞、长鼓舞、过山瑶瑶歌等瑶俗文化
元素完整呈现，为瑶族文化研究提供了宝
贵资料。

由于跳伞舞没有收入，近年来愿意学
习和表演伞舞的人越来越少。“绝不能让
瑶族伞舞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丢掉。”

2009年开始， 赵金付邀约一些瑶族伞舞
爱好者四处收集瑶族伞舞资料。历时4年，
徒步200多公里， 赵金付收集的瑶族伞舞
资料手稿足足记了两大本。 经过仔细核
实，赵金付将其编辑整理成40多页的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材料。

2013年，瑶族伞舞成功申报为湖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赵金付被认定为瑶族伞
舞第一传承人。

“既然成为了传承人，就有责任把瑶
族伞舞传承、发扬下去。”近几年，赵金付
四处讲学， 向瑶族同胞传授瑶族伞舞，带
出赵子军等一批能歌善舞的瑶族伞舞民
间艺人， 并通过向县文化部门争取经费，
购置一批传统瑶服和瑶族伞舞文化用品。

目前，赵金付又在四处奔走，筹建湘
蓝村瑶族文化传承基地，致力让瑶族伞舞
等一批瑶俗文化代代传承，走向世界。

伞舞传承人赵金付———

痴心一片为传承
老百姓的故事

小蘑菇种出
大产业
5月21日， 东安县井

头圩镇霞栖农业产业园，
工人在车间里采摘双孢
菇。该产业园有双孢菇工
厂化生产线一条，30个生
产车间，年产3000吨双孢
白蘑菇，产品远销香港和
泰国、印尼等地，年产值
近2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严洁 摄影报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1583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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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3
13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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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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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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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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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10 1040 426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77 173 134421

7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