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扩大毒品预防教育知识覆盖面和禁毒宣传影响力，使

广大农村、社区群众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2021 年 9 月，安

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乡村振兴工作结对村和综治结对社

区入户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宣传志愿者通过张贴宣传

画、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开展禁毒知识座谈等方式，并结合一

个个鲜活的案例，向村民和社区群众普及了毒品的知识与危

害，对如何预防和拒绝毒品诱惑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教

育广大村民和社区群众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同时呼吁村

民和社区群众加强对身边亲人和村组、社区群众的教育警示

力度，提高防毒、拒毒意识。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200 余份，张贴

宣传画 12 张，受教育人数 70 余人。活动中志愿者与群众热

情互动，形成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许 宏）

安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禁毒宣传教育进村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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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1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徐文媛 白怡菲）

“刘阿姨，我跟同学学了一个新游戏，表演

给您看。”近日，受郴州市普仁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委托，郴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

刘红军再次来到汝城一所小学，看望二年

级学生小雅，小雅高兴地向她展示自己的

新才艺。小雅是留守儿童，以前性格比较怯

懦和自卑。刘红军对她进行心理辅导，小雅

变得开朗起来。

刘红军团队 30 余名志愿者积极参与

“郴州市罗霄山片区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工

作服务”示范项目，今年暑假共为 500 多名

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心理帮扶、学习指导等

服务。

“与城里孩子比，农村留守儿童不仅教

育、娱乐等条件相对较差，而且缺少父母陪

伴。”郴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徐怀好介绍，为

更好地呵护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该市

建立由市民政局牵头、31 个市直部门参与

的未成年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门

联席会议制度。去年 9 月，争取到中央财政

支持的“郴州市罗霄山片区农村留守儿童

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由郴州市普仁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具体实施。

郴州市普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何玲梦说，其团队开展的心理疏导服务

包括心理测评、心理沙龙、团体心理辅导

等，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建立

心理健康档案。安仁县留守儿童小竹，父亲

在外打工、母亲有智力障碍，他读小学二年

级时数字 100 以内的读写还没学会，且不爱

说话。经其团队一段时间心理疏导和作业

辅导，他突破了 100 以内数字读写关，性格

也变得开朗起来，开始主动与人交流。今年

来，何玲梦团队已为 518 名农村留守儿童提

供心理疏导服务。

今年来，郴州市仅实施“罗霄山片区农

村留守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就开

展心理健康测评、亲情陪伴、红色悦读会等

活动 620 多场次，服务农村留守儿童 2.5 万

多人次。其中，有 78 名农村留守儿童通过专

业的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走出了困境，解

决了人际交往、心理障碍等问题。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14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易果）9 月 7 日，保靖

县迁陵镇三联村陈德润起了个大早，打开

清澈的自来水进行洗漱，心情格外舒畅。

近半年来，三联村陈德润、冷福胜、彭国

富几户人家因住得偏远，地势高，家里自来水

经常断水。在迁陵镇向村民征集“微心愿”时，

陈德润等村民“恢复正常供水”的诉求，被纳

入迁陵镇群众“微心愿”清单。村里党员彭运

艮主动认领这个“微心愿”，自费聘请一名经

验丰富的老师傅排查管路。经过几天排查、清

洗水池，最终发现村里自来水池总闸阀门存

在漏气现象，在更换总阀后问题得到解决。

保靖县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贯穿党史

学习教育始终 ，突出工作实效 。全县各乡

镇、县直各单位结合实际问计问需于民，通

过问卷星、湘西为民村务监督微信群以及

实地走访摸底上报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收集群众“微心愿”，建立群众“微心愿”

清单，完善党员“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落

实单位“重点项目清单”。县级领导、各级各

部门负责人和广大党员主动认领，确保事

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形成了内容丰富、

责任具体的“微心愿”清单销号机制。

保靖县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提升便民利民管理服务水平、

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等，与“微心愿”清单销号挂

钩。县委办组织党员干部，将 4.26万株辣椒苗

免费发放到20余户农户手中。县畜牧水产中心

联合多家单位，向长潭河乡花桥村村民免费发

放稻花鱼苗 1427公斤 9000余尾。县科工信局

督促有关公司，完成甘溪村通讯管线整治。县

芙蓉学校建成，新增学位1800余个。县城区、机

关单位院落车位对外开放，梅花农贸市场新增

摊位100余个，复兴镇、水田河镇新增就医床位

50余个……这些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通过

“微心愿”清单销号，纷纷得到解决。目前，全县

共收集“微心愿”426条，已销号401条。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14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黄

琳）前不久，益阳市一工业园区某建材企业因公司网页面涉嫌违反广

告法有关规定被举报，考虑到未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属轻微违法

行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要求企业当即整改到位，并根据《益阳市市

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不予进行行政处罚。

一些企业因设立时间短、法律意识不强和合规经营能力偏

弱等原因，容易触碰市场监管红线。今年，益阳市市场监管局联

合市司法局，制定发布《益阳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

处罚清单》，对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 20 项轻微违法行为作出免

罚规定，主要涉及企业登记与备案管理、广告管理、电子商务管

理、认证认可管理、价格监督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等 9个领域。

截至目前，益阳市共对325家企业的轻微违法行为进行柔性监

管，通过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行政指导等，把“有温度的执法”落到

实处，营造更加宽松的经营发展环境，助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东安学子夺得
世界机器人大赛一等奖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14日讯（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张雄 严洁）记者13日从东安县有关部门获悉，该县耀祥中学学生唐

云森、谢斌，在2021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赛超级轨迹

赛项中获得一等奖。

世界机器人大赛自 2015 年起已成功举办 6 届，吸引全球 20

余个国家 15 万余名选手参赛。此次大赛以“共享新成果，共注新

动能”为主题，于 9 月 10 日至 13 日在北京举行。围绕科研类、技

能类、科普类三大竞赛方向，大赛设共融机器人挑战赛、BCI 脑

控机器人大赛、机器人应用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 4 项赛

事，有近 2000 名选手参赛。

耀祥中学学生唐云森、谢斌在青少年机器人设计赛超级轨

迹赛项中沉着应战，发挥出色，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获得一等

奖，指导教师胡国柱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多年来，耀祥中学积极建设智慧校园，组建科技社团，组织学

生参加各类科技赛事，共获国家级奖项 55项、省级奖项 118项。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夏涛

卢嘉俊 通讯员 龚卫国 曾星华

秋风送爽，稻谷飘香。在芷江侗族自

治县最高峰西晃山脚下，牛牯坪乡牛牯

坪村的千丘梯田，金灿灿的稻谷从山脚

一直蔓延到山腰，似给青山围上了一条

金黄的围裙。稻穗低垂，随风摇曳，芳香

弥漫。

9 月 12 日，当地政府在稻田边摆开

舞台，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千丘田

优质稻开镰活动。身着侗族服饰的村民

吹起芦笙，擂响大鼓，唱起耶歌，与游客

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分享丰收的喜悦。

割稻谷比赛中，65 岁的牛牯坪村村

民曹继安一马当先，手中镰刀飞舞，眼前

的稻谷被一排排放倒。“曾经抛荒地，现

在好良田。自从芷江雪峰米业公司在村

里开辟基地后，盘活了村里土地，激发了

村民的种稻热情。”曹继安笑呵呵地告诉

记者。

牛牯坪村山清水秀，土肥水好，海拔

高、光照强、昼夜温差大，产出的“玉腰

米”稻米，细如美腰、晶莹剔透，煮成饭白

如凝脂、软硬适中、清香可口。沈从文在

《沅水上游几个县份》中写道：“芷江……

又出产好米，西望（晃）山下有一种特别

玉腰米，做饭时长到五分。”

曹继安在基地有一份稳定工作。“一

亩田流转费一年 400 元，我在基地做事

一年也有近 2 万元。”曹继安说，村里长

期在基地做事的有 50多人。

层层叠叠的梯田边，该村党支部书

记周福长忙着组织收割比赛。“千丘田里

千重浪，我们的梯田美景又回来了。”周

福长激动地说，千丘梯田被“唤醒”后，秋

栽油菜、春种水稻，春闻花香夏消暑，秋

观梯田冬赏雪，进山来观光摄影的游客

也越来越多。

山风徐来，凉爽袭人。蓝天之下，西

晃山顶，高耸入云的风力发电机转动着

巨大叶片，惹得游客纷纷拍照。

丰收节舞台边，村民蒲仁学一箱土

蜂蜜被游客一抢而空。他开心地说：“稻

农大丰收，我这个蜂农‘小丰收’。”

“码上问、码上查、码上约、
码上办、码上评、码上谏”

永兴县“码上”服务受青睐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 月 14 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许谊军）9 月 12 日，永兴县政务服务

中心供电公司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向办事人员推广

相关二维码。办事人员扫一下二维码，即可进入相

关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涉及供电方面的报修、投

诉、缴费、咨询等事务，皆可“网上办理”，特别便利。

今年以来，永兴县创新推出“码上问、码上查、码

上约、码上办、码上评、码上谏”的“银都六码通”，大力

推行“码上”服务，让群众和企业办事更加方便快捷。

该县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该县明确规

定，凡是咨询类办件 0.5 个工作日内回复；预约类办

件立即办；建议类办件 2 个工作日内回复；差评类办

件 0.5 个工作日内响应，2 个工作日内处置到位；建

议类办件能整改的 5 个工作日内整改到位，不能马

上整改到位的 2 个工作日回复到位。高效的处置机

制和线上“秒办”速度，让企业和群众倍感温暖。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县累计通过“银都六码通”

受理各类事项 5.3 万余件。小小的“银都六码通”，使

进多门、跑多网、耗时长的办事经历成为历史，“码

上”服务取代了“群众来回跑”，企业群众办事更加省

心省时省力。

益阳把“有温度的执法”
落到实处

今年来服务农村留守儿童2.5万多人次

共收集“微心愿”426条，已销号401条

米“长”玉腰饭凝脂
西晃飘“裙”谷赛金
千丘田开镰响起笙鼓耶歌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邹玲

9 月 10 日，汉寿县老年演唱团来到

汉医养护院慰问演出，给 70 多名疗养人

员带来视听享受，自己也乐在其中。

演唱团主要由退休老人组成，成员

97人，平均年龄 62岁。

2014 年，多名家住汉寿银水湖公园

附近的退休文艺爱好者成立歌友会，筹

资购置音响、服装，四处义演，平时则在

湖心亭排练，歌友会老人精神抖擞，送去

欢乐的同时，也感染了一批人。一些舞蹈

和演奏爱好者加入，队伍不断扩大，2017

年正式成立“银水湖红歌演唱团”。

汉寿县委两新工委关注到这一团

体，指导成立党支部，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从此，老年演唱团排练文艺节目更有

干劲，京剧、花鼓戏、小品、太极……节目

丰富多彩。经常组织学习培训，邀请汉剧

表演艺术家、舞蹈学校的老师上课，指导

唱腔、动作、台风。

演唱团走出去，面向孤寡老人、精神

病人、一线工人、农村五老等群体开展慰

问演出。汉寿县的重大文艺活动、春节联

欢晚会，都活跃着演唱团的身影。他们还

应邀赴邻县参与慰问演出。

演唱团还积极投身文明交通劝导、

植树造林、公园保洁、马拉松赛事服务等

志愿活动。每到一处，演唱团老人都是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今年 64 岁的退休老

人王建清说：“退休后，能与老年朋友一

起唱唱歌，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带去快

乐，觉得很开心，身体也越来越棒。”

银水湖畔踏歌声
——记汉寿老年演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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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南方物语》
在峎山开拍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14日讯（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杨坚）今天，院线电影《南方物语》在世界自然

遗产地、国家5A级景区新宁县峎山开机拍摄。

该电影由新宁籍青年导演肖海平执导、新生代女

演员刘白沙领衔主演，讲述都市白领林杉杉从城市回

到南方农村，享受山林田园风光的同时，改造自小居

住的院落，设计成个性化民宿，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

故事。整部电影拍摄地均在新宁县，将历时 1个月。电

影时长100分钟，预计于明年端午节上映。

近年来，新宁县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俗风

情，吸引不少影视剧组前来拍摄、取景，《落经山》等

影片就曾在此拍摄，央视《中国年俗》《发现》《云游

中国》等栏目先后走进新宁。

电影《家在罗溪山旮旯》
在洞口开拍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 月 14 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石小青）今天上午，邵阳本土原生

态主题电影《家在罗溪山旮旯》在洞口县开机拍摄。

《家在罗溪山旮旯》由邵阳本土作家胡扬平编

剧，以平行叙事手法，展示乡村振兴背景下，瑶乡人

的悲欢离合和当地的美丽风景。所有场景将在邵阳

市拍摄，以洞口县罗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主场景。

电影《家在罗溪山旮旯》由国内新锐导演磐石

执导，国家一级演员李坤棉、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

女配角奖获得者李晓红等出演。湖南楚恒文化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湘狮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和邵阳

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联合出品，预计一个月完成拍

摄。影片将在院线和央视电影频道等播出。

香炉洲大桥开始主墩桩基施工
9月 14日，湖南路桥建设集团长沙香炉洲大桥项目现场，河东主桥3个主墩平台已搭设完成，进入主墩桩基施工阶段。

该桥是湘江长沙段跨度最大的独塔斜拉桥，主线全长3.24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田超 摄

郴州 用“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收集“微心愿”合力解民忧保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