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8日讯 （通讯员 吴香花
王升杰 记者 彭业忠）7月31日上午，在
凤凰县城民俗园的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传
习所里，一对来自河南开封的青年情侣，
在师傅的精心指导下，自己动手打造“情
侣镯”，经过熔炼、锻打、掐花等工序，一
对造型别致的情侣镯呈现在游客们面
前。游客们兴味盎然，纷纷仿效。

凤凰县“非遗”文化资源丰富，全县

共有凤凰彩扎、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苗族
银饰锻制技艺、苗族鼓舞、苗族医药5个
国家级“非遗”文化保护项目，有湘西阳
戏、文武茶灯、湘西苗绣、凤凰扎染4个省
级“非遗”文化保护项目，有83名各级“非
遗”文化代表性传承人。近年来，凤凰县
深入挖掘 “非遗”文化，并实施活态保护
办法———将其与旅游实行无缝对接，让其
在生产经营中得到传承的同时得到保护；

同时，搭建群众文化舞台，注入时代元素，
让“非遗” 文化走进校园、乡村、社区。

该县将苗族鼓舞引入山江完小、三
拱桥完小课程， 列入县城15支健身队的
表演项目，群众基础日益广泛。该县引导
“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 ，打破以往的 “独
门”观念，创办传习所，开门收徒，以“一
人带一户、一户带一片、一片带一村”的
模式，带动8000多名群众参与“非遗”传

承。
该县还依托凤凰古城以及中国武陵

山区·凤凰山江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先后建成苗族银饰、湘西阳戏、土家
织锦等5个项目的大型传习所和1个民族
服饰研制基地， 对接凤凰体验式旅游模
式，在市场环境中培养“非遗”人才。今年
上半年凤凰县苗族银饰、 蜡染、 扎染等
“非遗”文化产业产值，已达到3.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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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26℃～37℃
湘潭市 晴 29℃～39℃
株洲市 晴 28℃～37℃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 晴天间多云
南风 ２~3 级 30℃～39℃

张家界 多云转晴 27℃～39℃

永州市 晴 27℃～37℃
衡阳市 晴 29℃～39℃
郴州市 晴 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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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市州新闻 5

益阳市 晴 30℃～39℃
怀化市 晴 27℃～37℃
娄底市 晴 28℃～39℃

吉首市 晴转多云 25℃～36℃
岳阳市 晴 30℃～36℃
常德市 晴 29℃～39℃

◎责任编辑 谭云东 版式编辑 李珈名◎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旭其 刘肯堂 刘建华 王晓飞） 今天，
记者在攸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看到
这里大旱之年一派水溢稻香的喜人景
象，正在指导节约排灌、调水区外抗旱的
县农综办主任胡金春介绍说：“9座泵站、
陂坝提水伏旱魔；300处骨干山塘蓄水保
丰收……”

攸县自1998年列入国家农综项目
县，16年来，突出土地治理和着力改善农
田生产条件与建设粮食核心产区。在县

域中、 西部20个乡镇158个粮食主产村，
累计投入专项资金15002万元，实施土地
治理项目25个。项目建设中，严遵“国标”
以建设旱涝保收农田为目标， 集中80%
的土地治理项目总投资，坚持“低位水资
源灌溉高位农田”，着力兴建水轮泵站和
陂坝，并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新建与清淤
扩容、护砌提质并举，大力新建和扩建加
固骨干山塘。同时，新建灌溉渠道860公
里。

这批项目工程为项目区累计新增和

改善农田灌溉面积17.42万亩 ，消灭 “水
利死角田”3.27万亩，大大提高了农田蓄
水 、灌溉 、抗灾 、防洪能力 。据统计 ，在
2003年以来先后发生的4次重大旱灾中，
项目工程保粮增产6200多万公斤，
促进农民增收3850余万元。

皇图岭镇丹塘村的沙河闸坝
堪为该县农综项目区的一颗明珠，
记者观赏到两台水轮泵在叶轮的
作用下， 喷出两股清泉至6米高空
直泻一片青翠欲滴的禾田。村支部

书记陈禾生高兴地说 ：“农综开发真管
用， 改变了我们数十年来灌溉肩挑手提
的历史， 这里1700多亩高位缺水农田变
成了旱涝保收农田。”

本报8月8日讯（通讯员 刘彩娥 刘娟 记者 乔伊蕾）8月初，通
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邀请当地侗戏文艺队， 将枯燥抽象的法
律知识演绎成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侗戏，并制作成光碟，在偏远乡
镇巡回放映，有效增强了群众法律意识。

近年来，通道检察院结合地方实际，探索出一条适合少数民族
地区检察工作的发展道路。检察长彭海波提出突出民族特色，重视
基层调解，通过与基层政府、检察室的紧密合作，拓展联系为民服
务的平台，及时化解农民因宅基地、山林纠纷等引发的矛盾冲突，
尽量避免由此而引发的刑事案件。 健全少数民族地区涉检信访解
决机制，要求干警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尊重侗族特有的文化
习俗，提高干警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根据少数民族以血缘、亲
缘、 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关系规则， 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
惯，对良风美俗尊重、倡导，对恶风劣俗坚决抵制。

今年3月，邵阳人周某等人在通道诈骗了多名侗族农民，涉案
金额达8万元。通道检察院受理此案后，派出检察干警与被害人用
侗语进行交流，及时了解了被害人的真实想法。在此基础上，通过
与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多次协调沟通，终于做通了犯罪嫌
疑人家属的工作，将被害人被骗的钱全部退赔。据统计，近两年来，
该院共及时化解村民矛盾冲突50余起。今年4月，通道检察院被授
予全省文明标兵单位称号。

大旱之年水溢稻香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易裕厚）“这么热的天气， 你们还这样天天深
入现场督促消防整改，真是太辛苦了。我们一
定会特别注意消防安全的。”8月6日， 在株洲
市芦淞服饰大市场， 智超服饰城的老板一边
给市消防支队的官兵送上纯净水， 一边真诚
地说。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消防形势，从今年6月
10日起， 株洲市消防部门启动了火灾隐患大
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
该市督查、治安、交警、消防等4个警种协同公
安派出所， 累计排查单位6000家、 各类场所
8000余家， 并发动全市1100余家消防重点单
位深入开展自查自纠。 今年高温干旱持续时
间长， 该市将芦淞服饰市场作为重点监控整
改区域。

两个月来，全市已经督促整改火灾隐患1
万多处，全市消防安全形势一直保持平稳。

攸县农业综合
开发项目喜获丰收

凤凰活态保护“非遗”文化

突出民族特色 重视基层调解

通道检察院
化解纠纷矛盾50余起

株洲整改火灾隐患
1万多处

8月7日，护林人员使用车载式喷雾器精量喷洒生物农药。从7月下旬开始，南岳景区组织人员用水泵抽水，对
旱情严重的森林进行“滋润补水”。对因旱情导致免疫力下降、病虫繁殖加剧而濒临枯死的树木，则通过车载式喷
雾器精量喷洒生物农药，帮助苗木“除螨”。 彭斌 廖欣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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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8日

第 2013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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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 1000 1164000

组选三 1022 320 327040
组选六 0 160 0

6 0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8月8日 第2013092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925088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0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000000
2 20492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68
66733

1158839
10603666

58
2341
40813
385085

3000
200
10
5

0815 21 26 311107 06

本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思远

“平时出门都坐公交车吗？坐公交方不方便？”8月6日15时30分，衡
阳市中心汽车站K18路公交车始发站，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冒着酷暑
来到这里。公交车稳稳停靠在站牌前，李亿龙与站牌下候车的乘客依
次上车。刷完公交卡后，李亿龙径直走向车厢中间的位置。

“这不是李书记吗？我在《湖南日报》上见过您的照片！”刚落
座，市民王先生一眼就认出了他，话语中透着惊喜，“没想到大热天
市委书记也和老百姓一起坐公交车。”“你平时出门都是坐公交车
吗？”李亿龙满脸笑容，与王先生攀谈起来。“经常坐啊，公交实施刷
卡7折优惠后， 乘坐的人越来越多了， 尤其最近空调车乘客特别
多。”王先生乐呵呵地说。

“老人家 ，您多大年纪了 ？坐公交方便吗 ？” 李亿龙转过身 ，
回头微笑着问对面的刘奶奶 。“我今年69啦 ，现在政府对我们老
人很关心 ，凭老年证免费坐车 。”“常坐K18路这趟车吗 ？感觉怎
么样 ？”“经常坐 ，这趟车今年刚换了崭新的 ，车里安装了空调 ，
坐起来很凉爽 、蛮舒服 ，这段时间天气太热了 ，要是所有公交都
有空调就好了……”一路上，李亿龙详细地向车上群众了解乘车
的感受和公交事业发展给大家出行带来的变化， 并认真听取乘客
对衡阳公交工作的意见建议。

目前衡阳市城区共有公交运营企业4家， 从业人员3012人，公
交线路59条，公交车辆916台，折合1006.4标台，每万人拥有公交车
辆9.7标台。近年来，受体制不顺、设施滞后、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
衡阳市公共交通面临公交线网不优、企业间无序竞争、服务质量难
以有效提升、公交站场设施严重不足等难题。

“公共交通作为与老百姓关系密切的公益事业，只能做好，不能办砸，
必须优先于其他交通事业的发展！”李亿龙对乘客说:“公共交通必须回归
到公益性定位上来，坚持公交优先，让老百姓坐好公交车，方便出行。”

“让老百姓坐好公交车”

(上接1版③）
这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家庭！ 父亲

1986年遭遇车祸切除脾脏，母亲患有间
歇性精神病。 生长在湖南浏阳农村这个
命运多舛的家庭， 何平经历的艰辛和磨
难不可想象。从记事开始，她就学会了做
饭、炒菜、打扫、洗衣，她经常去附近的鞭
炮厂捻引线、卷筒子，帮父母挣药费，给
自己挣学费。

屋漏偏遭连夜雨。2008年3月，父亲
突发脑出血瘫痪在床；8月， 弟弟何君心
脏病突发生命垂危。17岁的何平面对
“塌天”之灾，一边在医院通宵达旦守护
父亲，一边想方设法筹集医药费。巨大的
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 何平更加坚强：
“只要一家人能平安地在一起，这些困难
我都能够挺过来。”妈妈常常发病离家出
走， 几天都不回家， 何平焦急地四处寻
找。每当找回蓬头垢面的妈妈，何平的爸
爸泪流满面：“没有何平， 这个家早就垮
了！”

2009年，何平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大

学。她一边读书，一边挣钱养家，每月要
寄回家五六百元。当回家看到8岁的弟弟
何君面黄肌瘦、发育极不正常时，她作出
了人生中一个重大决定： 带着弟弟上大
学。

早上，她先送弟弟上学，自己再去
上课； 中午， 再接弟弟去食堂吃饭；下
午，带弟弟在操场打篮球；晚上，陪弟弟
去图书馆看儿童书籍。节假日，她打更
多的工挣钱。她做过家教，发过传单，送
过报纸……最多时暑假做了七份兼职。
为保证弟弟每顿饭有荤菜， 每两天一个
苹果、一杯牛奶，她平常穿的是捐赠的衣
服，每餐吃的是一块钱的“无荤餐”。

何君有一幅画，画了一家人，在姐姐
何平的脸上，挂着很长的两串泪珠。何君
解释说：“姐姐累了就哭。”作为弟弟感同
身受，在他的心中：“我的姐姐像爸爸！”

苦难面前不低头，自强乐观有大爱。
何平的优秀品质， 感动了许多人。 外教
Chris评价说：“在我教过的学生中，何
平是我永远记得而不可能忘记的学

生。” 何平学习成绩一直名列专业前
茅，多次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
学金，今年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实现了
她的青春梦。

在何平房间的墙壁上， 贴满了向日
葵。她喜欢向日葵，认为向日葵代表着一
种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她说：“太阳越
大， 开得就越灿烂。 我觉得人也应该如
此，虽然辛苦，但是我们要像向日葵一样
迎着太阳生活！”

“向日葵女孩”、“最有担当的90后
大学生”， 人们这样赞誉她。2011年，她
的事迹得到李长春、 刘延东等中央领导
高度肯定，受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
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各大门户网站的广
泛关注。她获得了2011中国大学生年度
人物、2011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湖南
省优秀大学生、 湖南省青年五四奖章、
2011湖南省十大教育新闻人物、优酷网
2012榜样人物等荣誉。

（省推荐申报组委会办公室供稿
执笔：金中基）

(上接1版②）
同时， 省财政厅督促有关保险公司

全面启动三级大灾处理预案， 保证抗旱
救灾工作及时、高效、有序开展。两家保
险公司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旱灾查
勘理赔工作， 截至7月31日， 共计派出
9312次查勘车辆、37200人次查勘定损，

做到“快处快赔”。省财政厅还督促两家
保险公司加强与当地气象、水利、农业等
部门的沟通联系， 合理做好防灾减损工
作。两家保险公司已准备近3000万元防灾
减损费，支持灾情严重的衡阳、邵阳、怀化
等地区购置柴油机、水泵等抗旱救灾设备
和燃料，并实施人工降雨缓解当地旱情。

据悉， 省财政厅目前已拨付中央和
省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10.57亿元，要求
各市（州）、县（市、区）财政根据承保进度
及时足额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当地承保公
司。截至目前，已进入赔付流程的金额已
达1.87亿元， 剩余2.88亿元赔付金额将
在15个工作日内陆续到位。

(紧接1版①）全省灌溉工程蓄水每天
减少1.8亿立方米，受旱区人畜饮水、
农业灌溉、森林防火、河道航运等受
到严重影响。

按照省委、 省政府安排部署，各
级各部门迅速行动， 强化应急措施，
全力开展抗旱救灾。

省政府组织的14个督查组均已
赶赴相关市州开展抗旱督查。省防指
科学调度抗旱水源和各类抗旱物资，
自8月10日开始从韶山灌区紧急调
水100万立方米支援长沙市岳麓区
农业灌溉；先后从省防汛抗旱物资仓
库紧急调拨送水水囊200个、各类水
泵59台、发电机19台、打井机10台、
“旱立停”4吨， 支援受旱严重地区开
展抗旱救灾。8月7日，省军区调派部
分官兵和车辆支援受旱严重的衡阳
县、邵阳县等6县开展抗旱救灾，目前
101名官兵、12台车辆已赶赴相关县
市。

受旱地区突出抗旱重点，确保人
饮安全。 怀化市重点保障孤寡老人、
留守儿童、 体弱病残对象的饮水安
全。 娄底市加大对抗旱水源调度力
度，要求白马、大江口、南冲等5座有
人饮供水任务的中型水库，从今天8
时起按调度方案实施紧急调度。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充分发挥已建成
的1.2万余座小水窖优势，解决了5.8
万名群众饮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