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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7日讯 （记者 尹超 向
国生） 近日， 张家界市委、 市政府
邀请国家、 省级“非遗” 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齐聚一堂， 共商“非遗”
传承保护大计， “从市场着眼、 自
娃娃抓起” 成为大家共识。

张家界市有民间音乐、 民间舞
蹈、 传统手工技艺等10大类、 730

余项“非遗” 项目， 拥有县级以上
“非遗” 项目传承人433位。 本世纪
初， 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携“桑植民
歌” 唱响维也纳金色大厅， 音乐大
师谭盾带着“土家打溜子” 等民间
艺人巡演欧美引爆乐坛。 从那时起，
张家界“非遗” 逐步为世人所知。
精明的商家纷纷把目光瞄准了张家
界文化旅游这座“富矿”。 《魅力湘
西》、 《新刘海砍樵·天门狐仙》、
《梯玛神歌》 等融合本土“非遗” 元
素的演艺剧目闪亮登场， 令海内外
游客叹为观止； 土家风情园、 田家
大院、 袁家寨子等文化景观， 承载
着“非遗” 的传奇与精彩， 让众多
亲历者回味无穷。 今年上半年， 张
家界接待国内外游客1300余万人
次， 其中， 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
旅游接待人数首次出现了平分秋色
的好局面。

基于“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的认
识，该市市委、市政府早有部署。《张
家界市“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资源保护、开发、利用”。 全市
要求“桑植民歌”进校园，每校必学30
首，幼儿园也需过关。从市委书记、市
长到所有党员干部以及旅游从业者，
人人都要会3首以上。 2006年以来，
永定区每年举办全市人民喜闻乐见
的“闹元宵”灯会活动。 该灯会成为
“全国五大灯会之一”， 对于发掘、保
护散落民间的“非遗”功不可没。桑植
县投入4200多万元，开展“非遗”保
护传承工作，荣获“湖南省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十强县”。

本报8月17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李郁林 刘春喜 ） 8月
上旬， 记者在涟源市看到， 一些往
年抛荒的“死角”， 都已种上晚稻。
当地农民道出了缘由：“政府治荒有
绝招，‘代耕抗旱’显奇效，搭帮强农
合作社和抗旱服务队， 往年的抛荒
田都已种上了水稻！”

“代耕抗旱”， 农民称之为“五
代一包”， 即代耕、 代育、 代插、 代

管、 代收， 包农户收获亩产400公
斤。 这种模式是由该市三甲乡农民
首创的， 由种植大户、 农业合作社
与外出打工的农民签订“代耕包
产” 合同， 耕地还在农民名下， 农
户每亩只交400元， 净收稻谷400公
斤， 既不耽误外出务工， 粮食仍有
保障。 三甲乡还组建了防汛抗旱抢
险服务队， 今年长时间大旱， 仍保
障了1000多亩缺水田旱涝保收。 这

种模式切合农村实际， 很受农民欢
迎。

涟源市委、 市政府及时推广
“代耕抗旱” 服务。 全市组建了种粮
专业合作社18个， 涌现出种粮大户
394个， 共集中流转承包耕地19.7万
亩。 其中“万寿米业” 集中流转土
地， 建立优质稻生产基地4万多亩。

该市还出台了相关政策， 整合
各种资源， 建立粮食稳产增产长效

机制 。 今年来 ， 已累计投入资金
1800万元， 用于发展粮食生产， 重
点扶植种粮专业合作社和抗旱服务
队。 全市耕地抛荒现象得到彻底扭
转， 全年性抛荒基本杜绝， 季节性
抛荒面积比去年减少1208亩。 今年
全市早稻播种面积39.8万亩， 比上
年增加0.47万亩， 总产达15.8万吨，
比上年净增3828吨， 获得了历史上
最好收成。

本报8月1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徐虹雨 赵丁丁 ） 近日， 常
德市武陵区道德讲堂里座无虚席，
一场以“感恩” 为主题的故事会在
这里举行。 区检察院干警黎红讲述
了她克服诸多困难， 不计名利、 感
恩社会的故事， 深深打动了听众。
据了解， 常德市从去年初开办道德
讲堂以来， 坚持一月举办一次活动，
在全市形成“向善崇德” 新风。 目
前， 全市道德讲堂已发展到300来

个。
常德市道德讲堂采取“请身边

人， 用百姓话， 讲身边事” 的方式，
用身边好人、 凡人善举传递道德力
量。 杨绍军、 沈国初、 陈建教等道
德名人纷纷走进讲堂， “善德公
民”、 “身边好人” 龙金香、 杨芳
华、 田工等道德新秀也上台开讲。
讲堂里没有大道理， 只有小故事，
所有道理都蕴含在小故事中。 除邀
请身边好人讲述道德故事， 道德讲

堂还开展唱歌曲、 诵经典、 发善心、
送吉祥等活动， 并把 《新道德“三
字经”》、 《常德历史人物连环画》
等作为宣传读物， 丰富了讲堂内容。

在道德讲堂活动中， 常德市还
根据不同行业、 不同人群的特点和
需求， 确立不同主题， 创办了8大类
道德讲堂示范点。 如针对在校学生，
市教育局牵头， 以“道德养成， 从
小做起” 为主题， 创办了一批学校
道德讲堂示范点； 针对机关工作人

员， 市直机关工委牵头， 以“勤政
廉洁、 敬业奉献” 为主题， 创办了
一批机关道德讲堂示范点； 针对社
区居民， 市民政局牵头， 以“遵纪
守法、 邻里互助” 为主题， 创办了
一批“社区道德讲堂” 示范点。 还
针对18岁高中生， 开办“十八岁成
人礼” 讲堂。 今后， 将进一步在特
色上做文章， 开办“寿礼”、 “婚
礼”、 “开学礼” 等特色讲堂， 让道
德讲堂全方位融入百姓生活。

本报评论员
工作成效， 与工作标准息息相

关。 同样，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遵循什么样的标准， 就有什
么样的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教育实
践活动自始至终要有严的标准、 严
的措施、 严的纪律。” 只有严， 才能
触动思想、 受到教育和警醒； 只有
严， 才能确保活动不走过场、 收到
成效。

严的力量， 来自内外两方面。
内生上， 每一位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 ， 态度上首先要严肃 。
“四风” 问题， 都是顽症积弊， 解决
起来没那么容易。 看看文件就算学
习， 念念讲话就算领会， 交份报告
就算完成， 开个会议就算成果。 凡
此种种， 本身就是形式主义。 只有

坚持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 敢于揭短亮丑、 动真碰硬， 才
能触动思想灵魂、 触及现实痛点。

外生的力量是搞好教育实践活
动的必要条件。

标准要严格。 标准不高， 往往
看不到问题所在； 标准提高， 往往
就能发现问题甚至重大隐患。 开展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群众满意
是根本标准。 据此， 中央又提出了
衡量活动不走过场的 “十条标准”。
落实到行动上， 查找 “四风” 问题
要严格标准， 查漏补缺， 提质达标。
决不能大而化之、 笼而统之； 决不
能避重就轻、 离题跑偏； 决不能遮
遮掩掩、 不痛不痒。 要防止以工作
问题代替 “四风” 问题； 防止以笼
统的班子问题代替个人本身存在的
问题； 防止以客观原因的分析代替
主观因素的剖析。 （下转3版①）

本报8月17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吕珈）湘南局部出现旱涝急转
之势。省防指今天发布消息，永州南
部、郴州南部9个县（市、区）遭遇特
大暴雨袭击，因洪涝、泥石流等灾害
造成2人死亡、8人失踪。

15日8时至17日8时， 受今年
第11号强台风“尤特” 外围云系影
响， 永州南部、 郴州南部局部大暴
雨， 个别地区特大暴雨。 永州、 郴
州平均降雨量分别达 98.3毫米 、
70.7毫米。 累计降雨量最大站为临
武县西瑶乡站389.5毫米， 其次为
蓝山县大麻营站372.5毫米； 日降
雨量最大为临武县西瑶乡站8月16
日降雨261毫米。 （下转3版④）

本报8月17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吕珈） 我省积极应对湘南
局部特大暴雨袭击。8月16日晚，副
省长、省防指指挥长张硕辅在省防
指连夜会商，要求永州、郴州当地
集中力量， 紧急救援被困群众，并
于今天上午赶赴受灾最重的蓝山
县指导抗灾救灾。 省减灾委、省民
政厅今天上午启动省级四级救灾
应急响应。永州市及蓝山、江华、宁
远、临武等县分别启动Ⅰ级至Ⅲ级

防汛应急响应。
湘南局部强降雨引发潇水、舂

陵水等江河水位暴涨。蓝山县城舜
水河水位一度涨至271.54米， 超
警戒水位1.04米； 潇水大路铺水
文站流量从1.67立方米/秒猛增至
153立方米/秒； 涔天河水库15日8
时入库流量才35立方米/秒， 到16
日8时入库流量猛增至980立方米/
秒，16日23时又剧增至2300立方
米/秒。 （下转3版③）

本报8月17日讯 （记者 贺威 通
讯员 谢立松 周俊 ） “音容宛在，
浩气长存， 英雄贾宝龙同志永垂不
朽”。 今天， 救火英雄贾宝龙同志遗
体告别式在冷水江市举行。 国家森
林防火指挥部等单位发来唁电。 省
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 省委副
书记孙金龙送来花圈表示哀悼。 副
省长张硕辅、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
专职副总指挥杜永胜在告别式现场
吊唁英雄。

贾宝龙同志生前系国家武警森
林指挥部北京机动支队副支队长，
正团职。 8月10日， 冷水江市禾青镇

发生森林火灾。 8月15日， 奉国家武
警森林指挥部北京机动支队首长命
令， 贾宝龙带队奔赴火场扑火。 8月
15日下午4时许， 贾宝龙同志在扑火
过程中， 为了保护战友和其他同志，
不幸壮烈牺牲， 献出了年仅47岁的
宝贵生命。

为保护国家森林资源， 贾宝龙
义无反顾奔赴火场， 践行了革命军
人忠于职守的庄严承诺。 危急关头，
贾宝龙同志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
其舍己救人的崇高品格令人震撼、
催人奋进。

中午， 冷水江市干部群众沿街
沉痛送别贾宝龙同志。

本报8月17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周彰军 黄俊剑） 8月10日下
午， 冷水江市禾青镇大乘山发生森
林大火， 经过全力扑救， 截至8月16
日14时， 明火已经扑灭， 初步估计
过火森林面积约2000余亩。 在火灾
扑救过程中， 从北京赶来增援的森
林武警部队机动支队副支队长贾宝
龙牺牲， 另有4人轻伤。

经初步查明， 8月10日17时30
分许， 冷水江市禾青镇社学里村附
近的施工人员在隧道边进行焊接作
业时， 不慎引发森林火灾。 接到群
众报警后， 娄底市、 冷水江市、 禾
青镇的相关负责人赶到现场， 组织
干部群众分头扑火， 并迅速开设防
火隔离带， 但火势未能得到有效控
制。 （下转3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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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讲堂“讲”出新风

“代耕包产”扭转抛荒

贾宝龙遗体告别式
在冷水江举行

徐守盛杜家毫孙金龙送花圈

严字当头 确保实效
———三论扎实有效推进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

冷水江森林火灾扑灭
过火森林面积约2000余亩

湘南暴雨引发江河水位暴涨
我省积极应对强降雨

湘南局部
旱涝急转

蓝山临武等县遭遇
特大暴雨袭击

天路漂移

8月17日， 中国香港车手邓智仑和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 在张家
界天门山99弯盘山公路上角逐 “漂移之王”。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丁云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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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群众路线 全力抗洪抗旱

8月17日， 宁远县舜陵镇泠南社区， 消防战士在紧急转移受困群众。
受台风 “尤特” 影响， 8月15日20时到8月17日8时， 宁远县遭受特大暴雨
袭击， 降雨达142.5毫米， 导致多处出现洪涝灾害。

乐水旺 唐建军 摄影报道

本报8月17日讯 （沈研） 今天
上午， 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记、 省
长杜家毫委托， 副省长张硕辅赶
赴蓝山县， 现场指挥抢险救灾，
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8月15日至17日， 受11号台风
“尤特”影响，永州市普降大雨，局
部发生特大暴雨，最大降水出现在
蓝山县汇源瑶族乡， 达到426.5毫
米，造成严重洪涝灾害。 今天凌晨1
时，杜家毫立即作出批示， 要求当
地政府全力抢救被埋被困人员，
及时转移地质灾害险情严重地区

的群众。 要高度重视暴雨山洪地
区的学校、 水库、 矿山、 道路、
桥梁等安全。 全省各地都要做好
防止旱涝急转应急准备， 一手抓
抗旱， 一手抓防涝， 努力克服气
候灾害带来的严重影响。

在蓝山县， 张硕辅一行首先
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 要求
当地一定要确保受灾村民有饭吃、
有房住、 有医疗卫生保障。 随
后， 张硕辅又来到舜水河上游，
查看水位情况， 强调要高度重视
暴雨山洪地区的学校、 水库、 矿
山、 道路、 桥梁等场所的安全。

永州遭受特大暴雨袭击
受徐守盛、杜家毫委托，张硕辅

赶赴蓝山现场指挥抢险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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