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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19766822.91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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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号码： 0�8�6�1�0�1�5

排列 5开奖号码：0�1�4�4�1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0�1�4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

0
22
251
2954
31280
333285
367792

－－－
11691
1800
300
2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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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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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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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谈心录之二十一树立新理念 建设新湖南·

唱出老百姓的心声
———从《不知该怎么称呼你》走红大江南北说起

2016年2月2日，湖
南卫视的小年夜春晚，唱
响了《不知该怎么称呼
你》这首歌。歌词讲述了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花垣县十八洞村走
访时，与苗族大妈石爬专
亲切交流的故事，被网友
们誉为“最接地气之作”。

《不知该怎么称呼
你》的走红，不仅是近年
来我省文艺繁荣发展的
一个缩影，更是我省文艺
工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精神，紧扣百姓
所喜、所需、所愿，说老百
姓想说的话、“唱”老百姓
爱听的“歌”、做老百姓盼
做的事的一个生动注解。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吴良琴
指导： 舒隽

《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能火起
来，最重要的原因是接地气，抓住了
感人的细节。文艺家们普遍反映，只
有真正和老百姓坐在一条凳子上
拉家常，才能体会那种泥土的芬芳；
只有去倾听最基层最质朴的声音，
才能写出最绚丽的作品。

为此， 我省大力倡导文艺工
作者深入基层“接地气”。积极组
织文艺界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和文明共建、文
化共享“结对子、种文化”活动，广
大专业文艺工作者、 文化志愿者
在基层建立了自己的联系点，与

群众“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
了解社情民意，汲取创作灵感，拉
近了文艺与生活的距离。

2015年，全省新建32个基层
文艺创作基地， 组织艺术名家下
基层巡演200余场， 组织1500多
名文艺家开展采风活动41次，开
展各类文化志愿服务活动16.4万
人次。文化像一缕清风，在人们的
生活中泛起了阵阵涟漪。

与此同时，我省引导文艺管理
和文艺批评要“冒热气”。大力加强
文艺阵地管理，针对评奖过多过滥、
豪华铺张办晚会等不良现象，研究
起草全省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让群众的关切得到及时

回应。着力引导媒体更鲜活地做好
文艺宣传，如在《湖南日报》开辟系
列报道《春天的交响———文艺湘军
创新录》， 对湖南文艺的新形势、新
亮点、新故事进行全面推介，引发了
社会广泛热议。

我省还积极创新和改进文艺
评价方式，探索建立专家评价、群
众评价和市场检验相统一的评价
体系， 引导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
紧扣民众心弦、引发民众共鸣。比
如， 第五届湖南艺术节创新性地
安排观众担任部分剧目评委，选
出咱们老百姓最想看、 最爱听的
节目， 真正做到了把文艺还给生
活、还给社会、还给群众。

“你把我的事装进你心里。拉
家常，细叮咛，一句精准扶贫暖透
我心里。”一句朴素的歌词，唱出
了百姓的温暖感受， 更唱出了百
姓对小康生活的期待。“文化也小
康，才算真小康。”近年来，我省以
实现文化小康为目标， 坚持把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放在心上、摆
在案头，变“我们做什么、百姓看什
么”为“百姓要什么，我们做什么”，
极大地改变了过去文化建设“冷
热不均”、文化服务“饱饿不匀”、文
化节目“菜不对味”等现象。

举措一：给文化扶贫“架好梯
子”。文化扶贫，政策先行。我们通
过加强顶层设计， 积极推进全省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制
定下发了专门文件， 出台了实施
标准，建立健全了沟通协调机制。
按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
准， 我省40个贫困县的688个村
将在近两年内完成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示范点建设。 目前第一批
400个示范点均已完成选址规划，
并陆续启动了项目建设。

举措二：为文化惠民“铺好路
子”。文艺演出、书画比赛、电子阅
览室、Wi-Fi覆盖……如今， 在我
省城乡各地，越来越多的百姓告别
了麻将、酒桌，过上了恬静雅趣的生
活。

2015年，全省农村数字化电
影放映50多万场，40个县（市、区）
13508个村实现农村广播“村村
响”；新建炎陵等7个县级电影院，
实现县级城市数字影院全覆盖。

举措三： 为群众参与文化活
动“搭好台子”。过去，群众在文化
活动中都是“观众”，“台上唱得热
闹，台下坐得冷清”。为了改变这
种现象，提高群众的参与度，我们
变思路、想法子，让群众既当“观
众”，又当“主角”。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
水，能不能产生优秀作品，最根本
的在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 为人
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今后，我省
文艺工作者将继续像“秤砣一样
沉入水底”，像“钉子一样钉进木
头”，创作出更多有湘味、有温度
的扛鼎之作， 让文艺的芳华永远
为湖湘人民绽放。

在《不知该怎么称呼
你》中，苗族乡亲用最直白
的语言、 最深情的旋律表
达了他们最质朴的感情，
唱出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幸
福笑脸， 唱出了他们发自
内心对党的真诚赞许。这
首歌之所以会被广为传
唱， 答案就是它贴近了民
心、切合了民意。

近年来， 我省为了推
出更多群众喜爱、 百姓欢
迎的文艺作品，一方面，精
耕细作抓好组织规划。比
如湖南红色题材和传统
文化资源丰富，为了深耕
好这片文艺的“沃土”，省
委、省政府协调全省文艺
生产单位，精心规划和论
证了一批具有湖湘特色
的文艺创作题材，确定了
54个百姓喜闻乐见的文
艺创作生产重点项目。同
时，多次召开小说、戏剧、
电影等创作推进会， 并对
各门类重点项目及时追
踪、协调跟进。

另一方面， 精益求精
抓好文艺创作。 着力在提
升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品位
上下功夫， 推出了一批老
百姓“喜欢看、愿意读”的
文艺作品。如近年推出的小
说《爱历元年》《活着之上》，
电影《穿越硝烟的歌声》《青
春激荡的岁月》，电视剧《长
沙保卫战》《最后一战》，动
画片《翻开这一页》《渊子崖
保卫战》，戏剧《月亮粑粑》
《耀邦轶事》，电视文艺节目
《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
等一批优秀作品，赢得百姓
纷纷“点赞”。

【力接地气】说老百姓想说的话

【顺应民需】做老百姓盼做的事

【贴近民心】
唱老百姓爱听的歌

在“六一” 儿童节到来前
夕，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12起侵
害未成年人权益监护人资格被
撤销典型案例。“父母被剥夺监
护人资格的未成年人的安置问
题只有落实到位，人民法院才会
结案。”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
巡视员马东5月31日在最高人
民法院新闻通气会上表示。

撤销监护人资格， 在我国
并无法律障碍。 早在1987年开
始实施的《民法通则》 就有规
定：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
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
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 撤销
监护人的资格。 在2006年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亦有相

关规定，并进一步明确，人民法
院可以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但是，直到2015年2月，江苏徐
州一女孩多次惨遭生父性侵，
才迎来了“剥夺监护权第一
案”。而这“第一案”的法律背景
是，2014年12月23日，“两高”、
公安部和民政部四部门联合颁
布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
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
的意见》， 规定了七种情形下，
可以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并
于2015年1月1日实施。

近30年不用， 撤销监护权
的法条被人不客气地称为“僵
尸法条”。这样说，有些刻薄，但
想一想其间又多少未成年人没
有得到法律有效保护， 纸面的

权利不能落到现实， 望法条而空
叹， 又是怎样的酸楚和遗憾？不
过，这三十多年也并非一无是处，
相关法规从制定到落实， 经历了
一次次法规的完善和修补。 换言
之，过去之所以没能果断实施，是
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与严密性上不
够健全， 导致实际操作起来十分
艰难。例如，一开始法律规定，“根
据有关人员或有关单位的申请”，
但具体要落实到哪些人员和单
位， 法律规定模糊， 责任就不明
确。因此，在剥夺监护权案件中，
由谁起诉， 又由谁善后承接监护
责任，都存在难题，这客观上导致
了法律被悬置、空转。

如今， 随着相关法律的完善
和司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理念的

进步， 民政部门被明确可以作为
起诉的主体，承担起诉责任，这才
有了“剥夺监护权第一案”以及
之后的更多判例。这些判例标志
着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的
增强，而民政部门着手接管监护
权并协调相关善后事宜，也为法
院果断依法作出相关判决打消
了后顾之忧， 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这样的情境中，此次最高法更
表示，未成年人的安置问题落实
到位，才会结案，更体现出了负
责到底的精神和态度。换言之，未
成年人的安置会直接作为判决内
容体现。 这实际上是国家监护制
度的进步，是难得的儿童节礼物，
理当点赞。

■本报评论员 赵强

完善国家监护制度是最好的儿童节礼物

短评

言 为 心 声 ， 歌 以 咏
志———《不知该怎么称呼你》
这首歌之所以能够一夜走
红，就在于它贴近了民心、切
合了民意。在这首歌中，苗族
乡亲用最直白的语言、 最深
情的旋律表达了他们最质朴
的感情， 唱出了他们脱贫致
富的幸福笑脸， 唱出了他们
发自内心对党的真诚赞许。

这也给了广大文艺工作
者以启示，与其闭门造车、苦
思冥想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走
红，不如深入百姓生活，去探
寻什么是老百姓最想看的、
最爱听的。只有这样，才能传
播心灵深处的声音， 讲好有
温度的故事， 文艺的芳华才
能永远为湖湘人民绽放。

■本报评论员

文艺创作当勇于
唱出老百姓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