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要闻
审稿：黄仁发 责编：周金林 版式：张 凌 总检：魏 谦2020年9月30日 星期三

9月28日，双清区中河街小学组织一年级新生开展“朱砂启
智开笔礼”活动，孩子们身穿汉服在老师的指引下完成正衣冠、
朱砂启智、启蒙描红、茶敬亲师等规范议程，让广大新生接受传
统文化熏陶。图为老师给学生进行“朱砂启智”。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刘媙 刘红娟 摄影报道

9 月 29 日上午，市民李先生一
家在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故里文化博
览园一边参观一边拍照，忙得不亦
乐乎。他说，今天开园，我一大早就
带着家人来了，为的就是让小孩现
场缅怀蔡锷将军，感受这里浓厚的
爱国氛围。

蔡锷故里文化博览园总占地面
积 381 亩，总投资 1.5 亿元，2013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19 年底基本建
成。整个园区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蔡锷故居为中心，香色荷园农
田生态休闲走廊为纽带，将纪念展
示区、山林景观区、高雅服务区融为
一体，让游人领略“护国之要，唯铁
与血”的崇高精神，感悟“江山人物，
天人合一”的深邃哲理。

园区以蔡锷将军的生平事迹为
主线，按照“一心、一带、三个功能
区、多个景观节点”的总体构架打
造。“一心”：即蔡锷故居核心保护
区，以故居历史文物为中心，坚持

“保护好文物及其遗产环境”的宗
旨，展现故居及周边环境的原真面

貌。“一带”：即香色荷园景观带，以
场地中央农田生态休闲走廊为纽
带，周边设置各个功能分区。“三个
功能区”：即入口广场及服务区、纪
念展示区、山林景观纪念区。“一心、
一带、三个功能区”各成体系，动静
结合，形成完整的园区功能环。

目前，博览园已是国家级3A旅

游景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全
民国防教育基地、省雷锋精神教育
核心基地、省红色旅游景区（点）、省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省华
侨文化交流基地、省涉侨文化遗产。

传承革命精神 砥砺爱国之情
——蔡锷故里文化博览园探营

邵阳日报记者 袁 枫 通讯员 胡晓健 黄胜兰

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为充分
调动各级各部门参与城市管理工作的
积极性，切实加大国家卫生城市复审的
工作力度，加快社区整改步伐，9月27
日，我市城区开展市级领导挂点社区集
中大扫除活动。

此次活动由市领导带队联点单位深
入对应帮扶社区开展大扫除活动，他们
深入帮扶社区进行调查研究，检查、督办
帮扶社区工作开展情况。通过集中开展

“大清扫、大清运、勤消杀”等系列环境卫
生整治运动，创造干净、整洁的办公、生
活环境，达到“八无八净”标准。

当天，市政协主席鞠晓阳先后到双
清区龙须塘街道五井塘社区、新华社
区、石家园社区、龙须塘社区，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张皓到北塔区新滩镇街

道新滩社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
迎春到双清区龙须塘街道五里牌社区、
兴建社区和雍翠社区，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李志雄到大祥区中心路街道邵
府街社区检查卫生、参加大扫除。要求
各社区高度重视，主动作为，积极巩固
好来之不易的创卫成果，特别是要加强
社区边角等容易被忽视的区域的清扫
和保洁；对于“城中村”的菜地等难点问
题，社区和办事处要加大力度重点抓，
引导村民爱护环境卫生，确保按照全国
卫生城市的标准，达到复检要求。

其他在职在邵的市领导在各自的
联点社区参加大扫除活动。

市级领导到挂点社区参加大扫除

邵阳日报讯（记者 申兴刚） 9月
28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万千到
新邵县开展“无会周”下访督办信访事
项，与信访群众见面，并主持召开座谈
会，要求依法依规依程序依政策回应群
众诉求，切实解决好信访问题。

见面会上，李万千与信访人黄新宏
的委托人黄长青等进行了面对面沟通。
李万千详细了解黄新宏的上访诉求，听
取相关部门的处理意见，耐心地向上访
村民讲解国家相关政策，并对其诉求给
予明确答复。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李万千对6个
信访案件逐个询问详细情况，提出指导
意见。他指出，群众信访无小事，各级各
部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严格落实工作责任，推动信访问
题及时就地解决，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拿起法律武
器依法打击非法上访。要及时妥善解决
群众合理诉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矛
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对老百姓反映的问
题，要坚持依法依规，对贫困户要主动
作为，千方百计解决其实际困难。

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诉求
李万千到新邵下访督办信访事项

邵阳日报讯（记者 伍洁 通讯员
尹锦明） 9月28日，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张皓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隆
回县部分贫困村开展调研。张皓强调，
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
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基
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下更大力
气抓紧抓实今年的各项重点任务，针对
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全方位建强建好基
层党组织。

张皓先后到金石桥镇黄金井村和荷
香桥镇开智村走访调研。她指出，广大党
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调研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用实际行动推进基层党组织

的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认真落实为基
层减负的各项规定，发挥好组织部门在

“五规五治”专项行动中的应有作用，大
力整治挂牌过多过杂，全面规范服务中
心的使用管理。要提前谋划准备村级换
届工作，加大宣传和发动力度，围绕加强
村“两委”班子建设，提前务色好“一肩
挑”人选和优秀年轻干部。要认真梳理

“一门式”全覆盖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形成工作任务推进清单，进一步加大统
筹协调力度，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确
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全方位建强建好基层党组织
张皓到隆回县部分贫困村调研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小幸） 9月
25 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夫夷水
市级河长周迎春到夫夷水邵阳县金称市
河段开展巡河工作。她强调，要进一步压
实责任，开展定期巡查，加强宣传引导，
为群众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水环境。

当天下午，周迎春一行来到夫夷水
金称市镇大桥段，认真查看河道保洁情
况，详细了解沿岸水源保护以及河长制等
工作落实情况。同时，对巡河中发现的水
上漂浮物、生活垃圾等问题现场进行交
办，叮嘱当地党委政府要针对河岸管护和
治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开展整治
行动，切实维护好夫夷水河道生态环境。

周迎春指出，要坚决落实河长制职

责，从县到乡（镇）到村，层层落实好巡
查机制，定期巡查河岸生态环境、卫生
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进一
步压实各级责任，以常态化长效机制推
动工作落实，实现河道水环境的持续改
善。要进一步加强河道保护管理的宣传
教育，在河道显眼位置设置河道保护的
宣传标语或相关知识宣传载体，引导沿
岸群众提升责任意识和参与保护意识，
营造全民参与管水、治水、护水的浓厚
氛围，真正将夫夷水打造成“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样板河。

坚持常态化管理好夫夷水
周迎春到夫夷水金称市河段巡河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吴军民 王希文） 9月29日上午，永
州至新宁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动员大会
在永州市东安县举行，标志着永新高速
公路正式开工建设。这也是我市今年第
二条开工建设的高速公路。副市长晏丽
君在动员大会上作表态发言。

永州至新宁高速，全长约64.382公
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每小时，估算总投
资为97.6亿元。起于东安县井头圩镇浸

马塘，接拟建的永州至零陵高速公路，经
东安县山口铺、东安县城北，新宁县对江、
一渡水，止于新宁县回龙寺，接拟建的白
仓至新宁清江桥高速公路。永新高速公路
新宁段约33公里，总投资46.8亿元。

该项目对完善我省高速公路网布
局，满足区域间交通增长需求，推进湘
南、湘西地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开发
区域旅游资源，促进沿线地区乃至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永 新 高 速 正 式 开 工
邵阳境内33公里，总投资46.8亿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李博偲） 经过一段时间
的紧张筹备、周密安排和精心组织，
9月25日，双清区法院诉源治理法
律服务工作站在邵阳经开区正式运
行。这是我市首个经开区诉源治理
法律服务工作站。

为了切实发挥人民法院在诉源治
理中的推动、保障作用，加强对非诉讼

方式解决纠纷的支持，双清区法院努
力推动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一站式
诉讼服务中心两个“一站式”建设，积
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打造多元解纷
社会治理网格。选址在邵阳经开区设
立首个诉源治理法律服务工作站，是
该院为落户经开区的市、区重点项目
排忧解难的又一创新举措。

为了切实发挥该工作站的作用，

双清区法院成立了以党组书记、院长
刘瑜为站长的工作领导小组，调配2
名员额法官、1名法官助理和3名工
作人员的办案精干力量常驻，及时调
处矛盾纠纷，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
提高矛盾纠纷化解质效。邵阳经开区
党委对双清区法院在此设立诉源治
理法律服务工作站予以肯定，并给予
最大程度的支持。 (下转8版②)

为重点项目、重点企业保驾护航

首个经开区诉源治理法律服务工作站成立

“刘老师，有一个科学家说给
他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整个地
球。地球这么大，真的可以撬得
动吗？”9 月 28 日，隆回县桃花坪
街道中心学校雨山完小的教师
办 公 室 里 ，几 个 孩 子 围 住 刘 文
娟。原来这些孩子都是学校科学
课外活动小组的积极分子，这段
时间教授的杠杆原理，让学生们
格外感兴趣。

刘文娟从事乡村学校青少年科

技创新辅导已经13年。回想起多年
前，农村的学校、家长都只注重语
文、数学的学习，对于科技创新这类

“耍把戏”的课程往往带有偏见，学
生根本没有科技创新的概念。对于
如今这种被孩子们“包围释惑”的情
景，刘文娟已习以为常。

“每当被这些爱好科技创新的学
生‘围攻’，给孩子们释疑解惑，他们
获得知识和快乐，我也感到特别欣
慰。这么多年的心血没白费，学生们

科技创新兴趣终于被点燃。”刘文娟
高兴地说。

用科技为学生导航，培养学生
科技创新精神和科技素养是刘文娟
科技辅导教学的诀窍。农村学校青
少年科技创新辅导受限于乡村学校
的条件，在没有专门实验室，实验器
材缺乏的情况下，如何激发农村学
校孩子的科技创新激情是一件很费
脑筋的事。但刘文娟却总能别具一
格创造条件来满足科技创新教学需
要。她的课是学生动脑与动手的完
美结合，每堂课都会展示一些日常
生活中的科技现象，引导学生思考
科学原理，然后让学生亲手实验验
证，使学生自己发现其中蕴藏的科
学奥秘。 (下转8版①)

用 科 技 为 学 生 导 航
——记隆回县桃花坪街道中心学校雨山完小教师刘文娟

通讯员 阳 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