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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小雨 8℃～14℃
湘潭市 阴转多云 9℃～14℃

张家界 小雨转多云 5℃～18℃
吉首市 小雨 6℃～15℃
岳阳市 小雨 8℃～12℃

常德市 小雨转多云 8℃～13℃
益阳市 小雨转阴 8℃～15℃

怀化市 小雨 7℃～13℃
娄底市 阴转多云 8℃～14℃

衡阳市 阴转多云 10℃～19℃
郴州市 多云 12℃～22℃

株洲市 阴转多云 9℃～15℃
永州市 阴转多云 12℃～19℃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小雨，明天，多云到晴天
北风 2~3 级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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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朱章安 通讯
员 李爱成 袁义生 ）5栋白墙蓝顶的6层
小楼排成两排，错落有致，楼栋间花坛形
状各异、满盛绿意，阳光下老人和孩子在
散步、 嬉戏……这是近日记者在耒阳市
蔡子池办事处大塘角保障房安居点见到
的情景。

徐玲香老人今年61岁，因家境贫困，

以前和老伴居无定所。 近日，老人如愿搬
进了面积48平方米的廉租房。 据了解，目
前， 耒阳市有2084户贫困家庭住上了保
障性住房，7200多人搬进新家过春节。

耒阳市委、 市政府把“贫困家庭住
有所居” 列为重点民生项目， 不断加大
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自2007年以来，
先后投入资金4.58亿元， 着力解决城市

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共启动保障性
住房建设项目32个， 建设公租房、 廉租
房、 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12636套。
目前已建成3230套， 入住2084套。 同
时， 先后向3818户贫困家庭发放租赁补
贴1600多万元。

为确保保障性住房分配公平、公正、
公开，实现应保尽保，耒阳市制订了详细

的分配方案和操作细则，严格执行“三审
四公示”制。“三审”即社区居委会初审、
街道办事处核审、 主管部门终审，“四公
示” 即对3次审核情况公示和分配后公
示。 住房分配采取电脑摇号方式，由纪检
监察部门全程监督，公证处现场公证，并
邀请人大代表、新闻媒体和申购人参与，
做到政策公开、过程公开、对象公开。

本报1月28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涂鑫淼 ） 华容县偏远乡村的洪山头
明碧小学， 多年来一直缺音乐和美术教
师。 自今年1月以来， 师生再也不因此
而头痛了， 因为他们通过该县的“校校
通” 信息网络化建设， 在“专递课堂”
内同步享受全县最好的学校———马鞍山
实验学校“名师” 的授课。 1月24日，
该县教育部门正式对外宣布， 投资5000
多万元的“校校通” 信息网络， 不到1
年时间便覆盖全县132所中小学并平稳

运行。
要将网络覆盖到1490个教学班级，

且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 对于一个财政
并不宽裕的县来说， 无疑困难重重。 该
县创新思路， 采取“政府主导、 企业搭
台、 学校唱戏、 师生应用、 服务驱动”
的模式， 引进湖南领信教育网络发展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 双方达成协议， 教育
部门支付宽带费和部分运行维护费， 企
业投资成本通过增值服务解决。 该项工
作去年4月启动， 至今年1月中旬， 该县

财政以不到600万元的初期投入完成了
4000万元的硬件建设， 全县接入互联网
教室1667间， 多媒体教室91间， 全县师
生5429人开通了网络学习空间， 开通班
级空间677个。

实现“校校通” 后， 该县的传统教
学开始发生“颠覆性” 革命。 全县教
师“电子备课” 成常态， 传统的黑板
板书被生动的声、 像、 图演示所取代，
师生互动更加频繁， 学生学习积极性
普遍提高。 该县还充分发掘名师资源，

全县58名首届名师及外校名师的优质
课， 全部进入名师课堂资源库， 可供全
县师生随时学习。 师资缺乏和条件薄弱
学校， 通过网络平台， 实现了与名师与
示范学校“课堂同步”， 有力地促进了
优质教育资源下乡、 城乡均衡发展。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王继云 刘丰

“老张， 早！”
1月23日一早， 溆浦县水东

镇上绿化村村委会主任周逢就
来到修渠工地， 热情地跟工地
上的村民打招呼。

“修渠是大事， 得抓紧时
间赶工， 不然开春就会耽误播
种喽！” 虽然清晨十分寒冷， 但
该村10组村民张在喜心里却十
分暖和， 一边修砌渠面一边高
兴地说：“水渠修好了，再也不用
担心农田被淹了。”

上绿化村500多户、 2400
多人， 有1000多亩农田。 村里
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 土渠下
雨时容易淤积， 不仅影响排涝，
也影响农田灌溉， 清淤修渠成

了村民们多年的愿望。
为去掉村民们的“心病”，

去年下半年， 水东镇与村里多
方筹措资金、 争取项目， 共投
入资金150余万元， 用于土地平
整和重新修建灌溉水渠， 完善
农田水利设施。 水渠重修后，
全长将达到1600米， 农田受益
面积可达1200亩， 直接受益村
民1300余人。

“要过年啦！ 渠要修， 年
货也要办， 要不然家里老婆跟
你急啊！” 周逢拍着张在喜的肩
膀， 关心地说。

“我这也是办‘年货’哩！我
这‘水利年货’啊，是送给全村人
的， 到时候全村人都高兴。” 张
在喜一边和着水泥， 一边跟周
逢说着话，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
容。

本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黄健

在新化西部的山区乡天门， 一些传
统农耕用具， 仍像化石一样陪伴着人
们。 最近,在天门乡凉风村， 记者就巧遇
了儿时记忆中的砻子和脚碓， 它们既是
颇具沧桑感的文物， 又仍是人们的日常
用具。

砻， 去掉稻壳的工具， 形状略像
磨。 砻子有两类， 一类是以水能为动
力， 另一类是以人力为动力。 日前， 在
新化县紫鹊界山系中距其主峰 10公里
的天门乡凉风村廖太凡、 廖会如、 廖
朝辉家发现了3个人力砻子， 均为清朝

制造， 其中廖会如家的砻子至今在使
用。 砻子、 碓和风车， 成为加工大米的
成套手工机械。 其过程为： 用砻子破开
谷壳， 用碓舂熟， 用风车去糠， 便成大
米。

砻子大小不一， 用南竹和耐腐而坚
硬的石坚树制成。 廖会如介绍： “制作
前， 将原料放入石灰水池里浸一个月以
上， 不起粉虫， 经久耐用， 一个砻子能

使用200多年。 根据祖父的口述推算，
我家的这个砻子已经超过150年时间。”
相比之下， 廖太凡家和廖朝辉家的砻子
显得更古老。

凉风村及周边村落还有多少砻子，
暂时无人统计。 凉风村村主任伍贤享介
绍， 如今全村180户农家， 散居在1.9万
亩山地里， 真正地广人稀， 而且“地无
三尺平， 出门就爬坡”。 因此， 从古至

今， 这个山村没有碾子铺， 都是用砻
子、 脚碓和风车将稻谷制成大米。 如
今， 这个村共10个村民小组， 都用上了
电， 但有6个村民小组因为输电线路太
长， 导致电压太低而不能带动小功率的
碾米机， 不得不外出买米。 一旦遇上长
时间冰雪封路， 又不得不用人力砻子和
碓加工大米。

凉风村是省级贫困村， 是娄底市
卫生局的扶贫对象 ， 该村可望在三
年内完成农网改造。 到时， 户户可
以使用电动碾米机，让“砻碓”退休。伍
贤享告诉记者 ：“村里准备 腾 出 一 间
房 子 保 存 砻 子、 碓和风车等老式工
具。”

华容“校校通”均衡教育资源

耒阳 两千贫困户新房过新年

夜访山村谋发展
本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谢古

1月22日下午， 下基层走访刚回来的资兴市委书记陈荣
伟，突然想起去年市“两会”期间许下的一个诺言，去看望市
人大代表、清江乡大垅村的李江燕，帮村里谋发展、找出路。
看看时间还早，陈荣伟马不停蹄赶往大垅村。

李江燕所在的村“挂”在半山腰上，有500多人，是一个
移民村，靠种柑橘为生。 大部分村民的住房是上世纪80年代
移民时建的，陈旧、狭窄。 站在李江燕家房前看去，山下就是
东江湖，左右是一栋栋农家房和一片片果树林。

“村里人多地少，人均不到1亩地，柑橘产量较高，质量也
不错，但由于没有经营场地，价格上不去，每亩收入也就五六
千元。”李江燕指着低矮的房屋说，“过去村里有煤矿，村民挖
煤有收入。 现在，为了保护东江湖水资源，煤矿都关闭了，很
多年轻人在家没事做。作为人大代表，看到村民赚钱没门路，
我心里着急。 陈书记，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

陈荣伟边思考边说：“你们村人多地少，要想办法动员一
批人外迁。市里也会出台一个政策，凡外迁移民户，每家补贴
2万元。这样可以腾出一部分土地，流转给其他村民种果树。”

然而土地资源有限，就算迁出部分人，村民靠种果树还
是难富起来。 陈荣伟和李江燕商量，能不能借助东江湖水和
移民文化，引导群众搞农家乐，建成一个旅游村，发展第三产
业？陈荣伟还鼓励李江燕：“办起农家乐，村民家里的土鸡、土
鸭、小菜和柑橘都可以销出去。 这样，农民赚了钱，城里人吃
了生态食品，多好的买卖！ ”

两人越说思路越清晰：外迁村民进城后，参加市里组织
的‘一户一产业工人’培养工程，学一两门技术，找一份工作，
一年收入三四万元没问题；留下的房子还可以出租给城里人
搞农家乐，一举两得……

不知不觉已到晚上8时多，来聊天的村民越聚越多，大家
你一句我一句，热议发展之计，不时传出阵阵笑声。

全国第一个人防主题公园落户衡阳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邹翔霞）衡阳市

依托人防疏散基地建设人防主题公园， 把人防宣传教育、人
防（民防）展览馆、人防体验训练3个项目合为一体，实现平战
结合、融合发展。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人防工作会上，该市作
了典型发言，其经验在全国推广。

衡阳人防主题公园位于石鼓区进步村虎形山， 占地318
亩，项目分二期建设。公园从路、桥、游道、湖、广场、景点命名
到娱乐、休闲项目和标识标牌以及保安保洁、管理人员着装，
都融入人防元素，体现人防特色。衡阳市人防办负责人介绍，
这样的人防主题公园在全国还是第一家。公园第一期从去年
1月底建成并向社会开放以来， 每天到公园健身休闲的市民
在2000人次以上。

它们既是颇具沧桑感的文物，又仍是乡下日常用具———

天门乡“砻碓”

“水利年货”

1月27日下午，长沙市火宫殿庙会上，游客在一个40平方米的围挡内比赛抓鸡。 “二十七，杀只
鸡”，长沙民间有腊月二十七杀鸡过年的习俗。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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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月 28日

第 2014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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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1000 382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861 160 137760

8 5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1月28日 第2014012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9381728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7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572430
4 29306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784
82750

1445019
13027276

57
2848
47792
462010

3000
200
10
5

11 19 21 240801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