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江海
源）去年 12 月开始，县住建
局对全县所有在建工程进行
了全方位的突击检查，检查
在建项目 35 个，共下发了 3
份整改通知单、5份停工整改
通知单，3个项目四季度安全
考评被评为不合格。

检查以建筑施工安全生
产标准化考评为主线，以“大
排查、大管控、大整治”为重
点，结合工程质量通病专项
治理工作，检查组深入工地
对工程的施工质量、现场安
全管理、企业安全标准化自
评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
查，对于检查发现的问题，检
查组下达了质量安全隐患整
改通知书，要求存在隐患和
问题的施工企业和工地要按
限定的时间及时整改，对逾
期拒不整改和不及时整改项
目的主体责任单位（人），将
移交建设执法监察大队依法
依规严格处理。

检查组要求各施工企
业、参建主体要严格按照建
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
理规定，建立健全安全隐患

排查整改责任体系，加大对现场起重机械、
脚手架、高大模板、施工机具、临时用电、临
边洞口防护、临时设施的全面安全管理工
作，有效遏制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基坑坍
塌、触电及机械伤人等事故的发生；核查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现场实施和施工
方案的相符性，强化实施过程的管理和监
控，力促“两节”、“两会”期间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住
建
局
突
击
检
查
确
保
建
筑
安
全

采菱采菱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 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 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 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源

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扶贫攻坚看桃源

本版投稿邮箱：tynews@126.com QQ:2631136531
6桃源新闻

2017年1月10日 星期二 农历丙申年十二月十三
责任编辑 龚金安 组稿编辑 武建平 视觉总监 崔建湘 美术编辑 张渝婧

TAOYUANXINWEN

天气陡然灼热起来。五月的骄阳让人
汗流浃背，偶尔一阵清风拂过脸颊，也只带
来些许凉意。

吃过午饭，沿街边的林荫道，走在回家
的路上。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各种气味，除
了店铺里飘来的食物香气，我还闻到了空
气清新剂的香味。我不由猛嗅着芬芳，寻
香而望，原来是一家花枝拥簇的鲜花专卖
店飘来的馥郁。我连忙走近几步，只看见
几个女生个个手里拿着灿烂的鲜花，有的
拿着一支，有的拿着一束。我一脸迷惑，今
天又是什么值得铭记的节日呢？那些女生
有说有笑的，一路叽叽喳喳，她们澄澈的目
光好像在嘲笑我的憨痴。我只好转过头
去，却瞥见另一家花店门口竖着一块绢花
的招牌，上面写道：“感恩周年庆，仅限今
天，全场五折。”我兴冲冲地朝里一望，店堂

里挤满了人，有的拿着玫瑰，有的捧着康乃
馨，还有的争先恐后地想得到那最美的一
朵。满屋的花香令人沉醉。我好奇地问了
一句：“这花怎么卖的？”不等老板开口，一
名顾客笑嘻嘻告诉我：“康乃馨3元，玫瑰5
元。”我摸着我衣袋里仅剩的两元纸币，无
可奈何地走出了花店。

这天气，冷热不定的，不出两天花就会
枯萎凋谢，还不如买一个雪糕解解渴呢！我
头也不回地走进一家小卖部，毫不犹豫地买
了一支雪糕，衔在嘴里，细细地品味起来。

回到家，启开电扇，坐在竹垫上。打开
微博，熟练刷着动态。突然，我惊呆了——
手机上赫然显出三个醒目的大字——母亲
节，才恍然大悟那些买花的女生，那些花店
促销的用意。我手忙脚乱的，一把抓起沙
发上的十块钱，飞奔那家花店。可惜还是

迟了一步，老板正在打扫着地面上零乱的
花瓣，抬头看到气喘吁吁的我，笑眯眯地
说：“花卖完了哟！”我呆呆地立在那里，沮
丧极了，如果当时我央求老板，说不定她会
让我两块钱买一枝花的。花店老板微笑着
看着我，热情地说：“你是不是要给妈妈送一
朵鲜花？”我鸡啄米般地点点头。“不好意思
啊！今天母亲节店里的花卖得一枝不剩。
这些满天星行不行？虽然没有玫瑰的漂亮
但也不算丑的。”我立即把钱递给她，她却满
面春风地对我说：“不用，不用，我也是当妈
妈的人，知道母亲们的心思。”我连声道谢，
回头见她还站在门口，目送着我远去。

赶回家后，我立即拿出一个空玻璃瓶
子，盛满水，插上花。满天星水灵灵的，我
心里喜滋滋的。这时，妈妈从房间里走了
出来，看我装饰摆弄的花花草草，眼里闪着
喜悦的光芒。不等她开口，我笑嘻嘻的搂
着妈妈：“妈妈，祝您节日快乐！”妈妈一脸
的幸福：“满天星很好看，我很喜欢，谢谢女
儿。”说完，把我紧紧地揽在怀抱里，母女俩
相拥了好久好久……

我想：这一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
朵盛开的鲜花再也不会错过！

（指导教师：王丽芬）

那束险些错过的鲜花
□桃源县文昌中学201班 郭彦兰

学生习作

教育之窗教育之窗
桃源县教育局协办桃源县教育局协办

本报讯（通讯员 陈珊珊 邹吉）1月3
日，县委书记汤祚国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
会议，通报了2016年12月工作落实情况，
审定了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筹备方案、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和全县十个“十佳”候选人员名单，并就
财政预算、基层党建、智慧城市建设、国有
投融资公司运营、春节走访慰问等工作进
行了研究。

会议明确，2017年经济工作要紧跟中
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正确分析把握
发展形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
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和省市县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推进
二次创业、建设五个桃源”主题，突出改

革创新，坚持“两化”驱动，加强作风建
设，着力打好“六大会战”，加快打造大
美桃源、幸福家园，确保全县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

会议要求，要深入推进“坚持旅游
活县，建设人文桃源”的发展战略，积极
抢抓桃花源景区大开发、大发展的契
机，以“养生福地、心灵故乡”为品牌形
象，充分挖掘桃源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特
色产品，策划精品线路，加强营销推广，依
规有序发展，着力打造以县城东部新区为
核心、以沅水风光带为引领、辐射全县范
围的“一核一带四区”产业发展态势，力争
2020年建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

要严格按程序确定全县十个“十佳”

人员，认真做好事迹说明、名单公示等工
作，确保选出群众满意、社会认可、有利于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佳”人员，
营造学先进、比贡献、促发展的浓厚氛围。

要以“春节慰问进千家，扶贫帮困惠
万户”为主题，认真组织开展好困难群众、
困难党员、困难离退职村干部和离退休老
干部、高级人才、劳动模范、优抚对象等人
员的春节走访慰问工作。

要按照“保民生、保运转、促发展”的
原则，科学编制好2017年财政预算；要积
极培植财源，加强税收归集，努力争资争
项，确保实现年度财政收支平衡。

会议要求制定出台《桃源县国有投
融资公司经营职能及绩效考核与薪酬

管理暂行办法》《桃源县国有投融资公
司人员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进一步
加强国有投融资公司管理，不断强化企
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企业按照独立
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
模式规范运行。

会议强调，要结合县“十三五”规划
和省市绩效评估、全面小康考核要求，科
学确定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通过自
加压力，实现弯道超越；要进一步细化智
慧城市建设方案，建好“市民之家”；要认
真做好2017年县委经济工作会议筹备工
作，确保会议顺利召开；要开展好基层党
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工作，通过测评进一步
促进基层党建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

县委常委会研究部署当前重点工作

坚持“两化”驱动 打好“六大会战”
秋冬造林
完成整地3.6万亩

本报讯（通讯员 周志艳 高江华）桃源县抢
抓秋冬黄金季节，做到任务明确、科学规划、整地
先行，全面掀起秋冬大规模造林整地热潮。截至
目前，全县已完成人工造林整地3.6万亩，占总任
务的90%。其中项目造林整地0.95万亩、补植补
造地块清理、开挖补植穴0.3万亩、其它面上造林
整地2.35万亩；完成油茶低改1.5万亩、毛竹低改
1万亩。

该县还明确将森林城市创建、绿色通道建
设、裸露山地攻坚、油茶产业扶贫作为2017年造
林绿化的重点，对城区公园、美丽乡村、秀美林
场、绿色庭院、国省道及公路沿线绿化带植树增
绿。围绕县城东区开发战略，切实抓好迎宾大道
绿色通道规划建设，计划2017年完成人工造林4
万亩。

《散落在桃花源里的记忆》
出版发行

本报讯（通讯员 陶文）近日，县文联干部黄
元枝的专著《散落在桃花源里的记忆》由中国出
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发行。

黄元枝先后从事过教育、行政等方面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并发表文章。该书分

《情感天地》《百姓故事》《社会万象》《时光回眸》
等部分，收录了作者各个时期的50多篇文章，不
同角度反映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和社会变迁，是
作者多年工作、社会生活的纪录和几十年生活情
感的积淀。《光明日报》资深记者、环保行动者发
起人、全国十大环保公益推动人物冯永锋为该书
作序。

九溪集镇
街道改造全面完工

本报讯（通讯员 张凌）元旦前夕，九溪镇集
镇街道改造全面完工，集镇面貌焕然一新。

九溪镇集镇街道改造工程投入500余万元，
于去年9月28日开工，历时3个月。道路拓宽2
米，全面改造了下水道，街道路面铺装沥青砂石、
路旁铺装宽2.5米的人行道板。这次集镇街道改
造融入了九溪特色文化元素，打造整齐、舒适、独
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乡镇，改善了群众居住和生活
环境，加快了九溪小城镇建设步伐。

本报讯（通讯员 裴宏菲）截至目
前，桃源县架桥镇已有245人实现了脱
贫，圆满完成2016年脱贫攻坚任务。

架桥镇共有贫困人口916户1568
人。2016 年，该镇坚持“上户走访排
查、致贫原因分析、精确帮扶措施”的
脱贫“三部曲”，突出结对帮扶与社会
帮扶相结合、民生兜底保障与产业增
收相结合、内生动力脱贫与公共服务
提升相结合，全力推进精准扶贫、脱
贫工作。一是结对帮扶上户到人。

该镇 45 名干部或致富带头人分别结
对帮扶 108 户 365 名贫困对象，通过
上户走访摸底，制订帮扶计划，落实
贫困补贴资金 8.5 万元；二是社会帮
扶全力推进。2016 年，全镇开展了
SYB 创业培训、农村退伍军人新型职
业培训、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训等，组
织500余人参加了企业招聘和创业培
训，新增就业人口223人；三是民生兜
底精细到人。全年共发放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 301 人，救助城乡患病困

难对象 340 人，发放临时救助金 8 万
元、优扶救助金10.4万元，城乡居民参
保缴费人数 11624 人，小额金融贷款
272户，发放贷款1251万元。

同时，该镇还通过土地流转等帮
扶措施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2016
年，该镇以省级苗木公司伯友园林为
依托，借助常德市苗木花卉协会平台，
发展苗木面积 600 多亩，产值达 1200
万元；成立了五家水稻专业合作社，有
序流转土地4500多亩。

架桥镇245人如期实现脱贫

我有幸参加了市县中小学教师远程研
修，虽然忙碌、劳累，却感觉充实、有收获，
因为通过研修，提升了自己的基本素养和
业务综合能力，对教育教学工作有了一种
新的理解。

勤勤恳恳，积极研修。我坚持每天进
行网上学习，认真观看各位专家的视频录
像，通过学习，解决了在实际教学中遇到的

很多疑难问题，使自己在师德修养、教育理
念、教学方法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驾
驭课堂、把握教材、交流沟通、教学设计、班
级管理、教学反思的技能有了较大的提高，
同时更新了教育理念，丰富了教学经验，为
今后从事语文教学和班级管理工作、进一
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受益匪浅，感受颇深。通过研修学习，

提高了基本素养和业务综合能力。通过课
程视频聆听了专家的专题讲座、通过课程
文本加深了对专题的理解、通过课程作业
反思了以往和展望即将启动的教学改革、
通过网上探讨寻找到了思想的沉淀和共
鸣，没有震动就没有觉醒、没有反思就没有
进步，新的课程理念、新的教学方法、新的
评价体系，都使自己对语文教学与教研工
作有了新的认识与思考。

继续努力，力求完美。研修虽然迈出了
一小步，但后面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
仍需付出百倍的努力，网络研修是良师益
友，是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一大基石。我相
信只要用心，远程研修会成为前进的基石，
会助我乘风破浪，飞向成功的彼岸。

研 修 有 感
□桃源县教仁学校 宋奇彪

孩子们，2017年元旦来临之际，《心语》犹如新生婴儿，散发着淡淡的墨
香，悄然地来到你的身旁。你轻轻地捧在手心，是兴奋还是激动呢？那一
篇篇童稚的文字，或记录快乐的童年生活，或抒写美好的心灵感悟，或讴歌
生活中的真、善、美，或表达自己美好的愿望……字里行间，充满了童真、童
趣，给人以启迪。它见证了我们成长的足迹，给人美的熏陶。

翻阅着《心语》，一幅幅生动活泼的童年生活画卷铺展开来，我的内心
涌动着幸福与激情。我仿佛听见春雷滚滚作响，看见雨后的春笋破土而
出，又仿佛看见文学的夜空出现黎明的曙光。孩子们，看着你们一天天地
从不谙世事的孩童成长成为知识丰富、有见地的少先队员，有了自己的思
想，有了自己的心声，有了自己的情感，有了自己的个性，并学会关注生活，
关爱他人，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让文字从心底慢慢流淌，开出最美丽的
花朵，这难道不是最幸福的事情吗？是的，作文其实很简单，就是记录生
活，用真心去说话。这即为《心语》刊名之寓意，也为创刊之初衷，希望她如
冬日里那轮最鲜明、最温馨、最令人期待的暖阳，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引
领我们在文学的殿堂里一路前行。

孩子们，不要犹豫，不要徘徊，《心语》在召唤，梦想就从这里出发。这
里，有你尽情展示的舞台，有你真情倾诉的空间。让我们沐浴书香，相约

《心语》，畅想美好的未来。我会在这里静静地守候下一季的春暖花
开…… （此文系漳江小学238班《心语》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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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夕，桃源县职业中专举办了“书香溢校园”读书
活动作品展。这次活动不仅展示了班级读书活动丰富多彩
的景象，更让广泛阅读给学生们带来了快乐与变化，同时加
深了教师对课外阅读指导的理解，促进了读书活动扎实有
序的开展。图为学生们观看读书感言。

本报通讯员 郑佳贵 鲁文斌 摄

1 月 3 日，桃
源县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管理服务
中心揭牌。目前，
该县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实现了“六
统一”，即统一覆
盖范围、统一筹资
政策、统一保障待
遇 、统 一 医 保 目
录 、统 一 定 点 管
理 、统 一 基 金 管
理。图为揭牌现
场。

本报通讯员
彭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