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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21℃～33℃
湘潭市 晴 21℃～34℃

张家界 多云转晴 21℃～35℃
吉首市 晴 20℃～34℃
岳阳市 晴 24℃～30℃

常德市 晴 22℃～34℃
益阳市 晴 24℃～33℃

怀化市 晴 20℃～34℃
娄底市 晴 19℃～34℃

衡阳市 晴 24℃～33℃
郴州市 晴转多云 24℃～34℃

株洲市 晴 23℃～34℃
永州市 多云 23℃～33℃

长沙市
今天晴天到多云,明天晴天到多云
南风 ２ 级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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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石顺清）近段时间，退休工人老曲“档期”
比较满。 他自创参演的湘潭方言小品
《美丽湘潭我的家》， 在“欢乐潇湘·幸福
湘潭” 大型群众文艺汇演分赛区街道海
选中获得一致认可。 他正忙着修改剧本，
继续排练， 冲刺市里的复赛， 争取参加
全省“欢乐潇湘” 大型群众文艺汇演的

决赛。
5月以来， 湘潭市各街道、 乡镇的群

众汇演全面升温。 全市将有汇演活动共
计百场， 像老曲这样爱好文艺的参与群
众将超过万人。

4月下旬开始，“欢乐潇湘·幸福湘潭”
大型群众文艺汇演活动各分赛区海选鸣
锣。 雨湖区组织19个部门、16个乡镇街和

驻区单位、 群众文艺团体举行海选17场；
岳塘区将推出21场汇演， 其中各乡镇、街
道汇演15场； 韶山市以流动大舞台的方
式，从4月26日开始10场海选；湘乡市5月
开始组织“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艺汇演
暨湘乡市第五届农村文艺调演活动，计23
场；湘潭县将举办乡镇初赛和县直机关单
位专场演出和县级决赛，共24场。5个县市

区都将在汇演结束后，选出优秀节目参加
湘潭市的复赛专场。

此次活动， 参与表演的不分男女老
幼， 都是非专业演员， 有离退休的文艺
爱好者， 也有学生文艺骨干； 节目涉及
舞蹈、 歌曲、 小品、 花鼓戏、 京剧、 器
乐合奏、 腰鼓、 军鼓等多种老百姓喜闻
乐见的形式。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覃遵奎 向水生） 近日， 永顺县芙蓉镇保
坪村的山脚下， 12台挖掘机开足马力整
理土地， 30多位村民在已整理好的土地
上栽种着猕猴桃苗木。

村支书宋祖兵对记者说： “这里有
3100亩， 是县里整合农业综合开发、 国
土整治两大渠道的资金进行整理的， 全
部用来种植猕猴桃， 现在一亩猕猴桃的
收入可达5000多元， 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很高。”

永顺县自2010年开始， 根据海拔高
度、 气候条件、 水利情况等， 沿着王村
至张家界这条黄金旅游线路， 在芙蓉镇、
松柏乡、 石堤西镇这一片区， 因地制宜
地发展适销对路的农业特色产业———猕
猴桃、 烤烟等， 成效显著。 该片区的8万
多农民， 2012年的人均收入达4600元，
比2009年增长1500元， 增幅达48.4%。

按照“公司+合作社” 的模式， 已累
计开发猕猴桃6.3万亩， 发展猕猴桃专业
村17个， 种植农户1.1万户， 建立猕猴桃

专业合作社3个， 30亩以上的猕猴桃大户
有46户， 产业规模逐步壮大。 由于土壤
富含硒元素， 生产的猕猴桃品质优良，
产品在上海、 广州、 长沙等地十分畅销，
价格一路攀升。 2012年， 收获猕猴
桃4.8万吨， 实现产值1.68亿元。 该
县今年已新建猕猴桃基地8660亩，
建立猕猴桃新品种展示园100亩。 到
“十二五” 末， 该县将建成猕猴桃产
业基地12万亩， 成为我国南方最大
的猕猴桃基地。

烤烟产业再创佳绩， 全县去年收购
烟叶19.48万担， 居全省第三。 烤烟总产
值为2.43亿元， 6300户烟农， 仅此一项，
户均收入就达3.82万元。

信心满满“向前冲”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梁军 易劲军

谭国华人称“谭大胆”，放弃某酒店月薪7000元的高薪
回乡搞养殖。湘阴县湘滨镇伏山村的村民都对他称赞不已。
5月16日，谭国华对记者说：“我回来的原因就是看到了野鸭
养殖的商机。 ”

2012年春节，谭国华通过市场调查，发现湖南野鸭养殖
还是一片空白， 毅然放弃在广东东莞一家五星级酒店管理
的工作，决心回乡养野鸭。 通过网络，他查找到与洞庭湖自
然环境一样的鄱阳湖畔的一家野鸭种苗场，引进了1000只
野鸭，开始自学养殖技术。 为保证肉质鲜美，他用鱼、虾、水
草等，做成“营养餐”。“去年，我拿到了省内几家星级酒店的
订单，得纯利4万多元。 ”

去年初，谭国华与温氏集团合作，建了一个养猪场。 他鼓
励邻居刘月村入伙，一年时间出栏640头猪，纯利16万多元，两
人五五分。 老刘喜坏了，跟着谭国华一起干的劲头更足了。

如何应对禽流感危机？ 谭国华有自己的一套：“现在人
们都‘谈禽色变’，我不能逆市场而行。 ”3月起，他开始缩小
商品野鸭这一块，专门培养、囤积种源。 他已经承包了10多
亩鱼塘，计划等禽流感一过，又扩大养殖规模。

“我有一个利润倍增计划，去年养殖纯收入有13万，今、
明两年我想达到26万。 这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寻找合适场
地，扩大养猪规模。 养殖基地建在哪里，我就要想方设法带
动那里的人跟我一起干。 ”谭国华信心满满地“向前冲”。

华容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
本报5月21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

近日，华容县北景港镇横洲村，两台油菜收割机在该县500
亩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核心区来回穿梭，随后，收割机便吐
出干净的油菜籽。

该县每年的油菜种植面积在70万亩以上， 该县农机局
与农业局联手，探索出“油菜直播（机播）+黄熟期喷施脱水
药剂+全程机械化收割”的省力节支增收新技术生产模式。
该县引进的联合收割机每小时可收割5亩油菜，效率是人工
的50倍。

本报5月21日讯 （通讯员 张庆如
文小凤 记者 杨军）5月17日，益阳市廉
政教育基地建设项目开标会举行，并通
过电视、网络进行了现场直播。 这是该
市首次对招投标活动进行现场直播。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约30亩，一期

工程建筑总面积约8200平方米。共有11
家单位参加投标，经过3个多小时评审，
随机抽出的评标专家从技术、项目管理
机构、信誉、报价等4个方面，按综合得
分从高到低评出3家单位为中标候选
人。

“欢乐潇湘”乐了湘潭

“特色农业”富了永顺

5月21日，汨罗市新市镇群众在观看皮影戏表演。该镇是一座百年古镇，当地的
皮影戏等民俗文化一直保存良好。 彭宏伟 李红辉 摄影报道

回乡创业��风采录

本报5月21日讯（记者 朱章安 陈鸿飞
通讯员 李孟翔）最近，衡阳市中心医院医
疗网络部主任蒋方明接到祁东县步云桥镇
陈先生的电话：“感谢你们医院护士刘洋及
时救治，我父亲现已脱离生命危险。 ”

刘洋是衡阳市中心医院护理部护士。
5月11日，她休假回祁东老家看望父母。由
于前一天晚上上班，她非常疲惫，坐在车

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上午11时左右，车行
至祁东县步云桥镇，突听一声巨响，一位
大爷骑着摩托撞上刘洋所乘坐的客车，倒
在地上一动不动，司机立马停车。 当时下
着很大的雨，身为护士的刘洋冒雨快速冲
下车，跑到大爷身边进行紧急处理。

受伤大爷现转到南华大学附二医院
住院治疗，已脱离生命危险。

护士休假途中救车祸伤员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廖鹤松） 涟源市湄江镇塞海村将
为民办实事摆在首位， 两年来筹措100多
万元，为村民办了6件实事，使全村面貌大
为改观。

塞海村一直以来是一个矛盾较突出
的村，驻村企业的发展曾损害当地群众的
切身利益， 群众意见大， 上访现象突出。
2011年6月，该村举行村民委员会选举，选
举了新一届的村委会。 村委会着力为村民
办实事，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在建立健全

村里各项制度和实现财务公开的基础上，
该村多方筹资，带领全村群众筹资30万元
将塞海、芦茅两所学校，加盖了顶棚和维
修；投入100多万元，修建了近3公里的环
村公路，建设了村级活动中心和两公里的
森林防火带； 并对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大
大改善了全村卫生环境。 针对农企矛盾突
出问题，该村逐个依法依规处理，按照鉴
定部门的鉴定结论，初步落实村民们应得
的赔偿和补偿， 既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又
为驻村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塞海村6件实事暖民心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贺威 通讯员
王玖华 龚赐林 匡双喜 贺启帮） 最近，双
峰县农业综合开发办4名农艺师， 来到该县
花门镇光前村种粮大户彭展峰的田里，一边
示范指导，一边讲解水稻技术栽培要点。

近段来，双峰县组织各行各业的1100

名技术员，分成17个技术组，骑着摩托，带
着科技书籍和资料，分赴全县进行农业技
术指导，给庄稼当“保姆”。 到目前,全县技
术员共下村入户5000多人次，解决技术难
题181件， 向手机用户免费发送“农技指
南”短信32万条次。

双峰农技员给庄稼当“保姆”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
员 王蓉）“今天，我要宣讲的题目是《建
文化强区，壮天心实力》……”近日，站在
天心区举办的以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为
主题的百名“五老”（老干部、老教师、老
战士、老模范、老专家）共商百年大计赛

课决赛讲坛上，“五老” 宣讲员周旦华充
满豪情地说。

天心区这一活动于4月举行了基层初
赛，从几十位选手中，角逐出18位选手进
入决赛。 陈志丹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
丽中国》一课将本次赛课活动推向高潮。

天心区“五老”赛课宣讲十八大精神 益阳直播项目招投标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5月 21日

第 2013134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895 1000 895000

组选三 587 320 187840
组选六 0 160 0

2 8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5月21日 第2013058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3875706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3
二等奖 24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573318
6 12625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30
66539

1319685
6699351

35
2143
45103
224437

3000
200
10
5

0517 21 23 24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