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向晓玲

8月25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
古镇，30位农家妇女每人双手合持一炷香， 在音乐
声中， 虔诚地做着各种祭祀的姿势———敬天地、神
灵，庆祝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也祈求神灵
保佑，明年依然如故，且人与人和谐相处。

这是泸溪苗族集聚区一种特有的舞蹈———跳
香，已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跳香者
全部是泸溪县梁家潭乡芭蕉坪村的苗族村民，其表
演完全是原生态的。

这也是泸溪浦市过中元节的一个场景。据了解，
按当地习俗，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 七月十五为中
元、十月十五为下元。浦市古镇过中元节已有数百年
历史。 每逢中元节， 镇里居民自发举行盛大祭祀活
动。

一个个节目上演，文化含量都极高。《辰河高腔
联唱》别出心裁，唱者为当地辰河高腔传习所的师
父和学员， 一招一式都让台下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辰河高腔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发源
地就在浦市古镇。

唱者字正腔圆，而舞者全部是当地百姓———浦
市快乐健身队和腰鼓队。

百姓演，百姓看，现场气氛热烈。最高潮出现在
《抬黑龙》表演时。浦市古镇在沅江边，水灾让百姓苦
不堪言。一年夏天，沅江又发洪水，浦市被淹，此时江
中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黑龙， 张开大嘴， 洪水慢慢退
了。于是，黑龙被浦市人当成了济世拯民的祥龙和神
灵。

激越的锣鼓声中，一条黑龙被村民们用八抬大
轿抬着， 从观众中穿过；60名护卫者手持画着黑龙
的彩旗，紧随其后；最后出场的两条黑龙，由22位土
家苗汉各族健壮汉子舞动，翻滚着上了舞台。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杨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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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
明天，多云转阴天
北风 2级 24℃～31℃
张家界 多云转小雨 24℃～31℃

吉首市 阴转小雨 22℃～26℃
岳阳市 多云 24℃～30℃
常德市 多云 24℃～30℃
益阳市 多云 23℃～31℃

怀化市 多云 22℃～28℃
娄底市 多云 22℃～31℃
邵阳市 多云 22℃～30℃
湘潭市 多云 23℃～30℃

株洲市 多云 23℃～31℃
永州市 多云 24℃～31℃
衡阳市 多云 25℃～31℃
郴州市 多云 23℃～32℃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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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伍石强）“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
拾得旧刀枪”。雨中的新化桃林村，依然
处处可见抗战踪迹。 记者近日再来桃林
采访时，“桃林抗日阵亡将士纪念陵园”
正在紧张施工。“陵园所需土地全由村民
无偿提供， 争取在9月份完成主体工程，
届时， 叶排长夫妻墓将迁入陵园重新安
葬。”科头乡党委书记邹海平说。

位于新化科头乡境内的桃林村是抗
日战争的重要战场之一。 桃林阻击战历
时一星期，毙敌300多人，留下了安葬90

余名中国阵亡将士的“抗日阵亡官兵公
墓”及叶排长夫妻合葬墓，还留下了抗战
将领勒石留念的“抗日崖”及旧战壕等一
系列战场遗迹， 其中尤以叶振东排长夫
妻合葬墓特别感人至深。

叶振东是湖南平江人， 乡村师范毕
业后投笔从戎， 屡经大战。1945年4月下
旬，叶振东所在的中国陆军73军230团在
新化桃林设伏阻击日军。 叶排长率部坚
守桃林盆地中央一个小山包， 正面阻断
日军前进道路，是一场有我无敌、有敌无
我的决死之战。叶振东身先士卒，手持机

枪血战三天三夜，伤重不退，壮烈牺牲。
叶排长殉国后， 其妻黄国暧从家乡至战
场寻夫，悲恸难解，自杀殉夫。团长柏柱
臣将叶排长夫妇合葬战地桃林， 并亲撰
碑文，立碑为念。

此后数十年，世事沧桑，叶排长夫妻
墓地逐渐成为一座仅露半块墓碑的孤
坟。去年7月，野游的网友发现了叶排
长墓地， 叶排长夫妻壮烈凄美的家国
故事迅速在网络发酵，引起了新化、平
江两地人士的关注。

“男儿慷慨赴国难，烈女捐躯伴夫

君。动地感天抗战史，荡气回肠民族魂！”
今年2月，经新化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提议， 当地决定为叶排长夫妻及其他桃
林抗战英烈修建纪念陵园。 除所需土地
全部由当地村民自愿无偿提供外，还有4
家企业全额认捐了建设款项， 以慰抗战
英烈在天之灵！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梁涛 童光现）8月中旬， 龙山县
教育局101名干部，在局长符立波的带领
下，将13300元钱投进了“爱心募捐箱”。
这是该局连续12年为该县贫困大学新生
自愿捐款。

自龙山县今年7月底启动“情系寒门
学子·爱心成就梦想” 捐资助学活动以

来，全县各单位、党员、干部职工及社会
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为贫困大学新生排忧
解难。截至8月17日，已募集爱心款49.6万
元。

龙山是国家级贫困县， 虽贫穷却重
视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今年
全县3534人参加高考，本科上线1760人，
有6名学子被清华、北大录取，占自治州

的一半；而二本以上被录取学生中，贫困
率达67.6%。

当一批批寒门学子拿到了大学通知
书后，一些家庭却为学费而发愁。从2004
年开始，龙山县启动了“爱心改变命运”
捐资助学活动。 由县委宣传部成立专门
班子，负责宣传发动，并组织现场募捐大
会和爱心款项的现场发放仪式， 为考取

了大学的寒门学子筹集学费。12年来，县
里主要领导变了一届又一届， 但县级领
导带头捐款的爱心接力，却一点都没变。

12年里， 龙山县坚持开展寒门学子
救助活动，大力培养人才，成为该县改善
民生、发展教育的一大亮点。据介绍，12
年来， 龙山县共发放爱心款2700.8万元，
为5700名贫困大学生新生圆大学梦。

日军侵华铁证———

带血迹的衡阳军事地图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金明达

8月25日，57岁的衡阳市民郭建中特意找到湖南日报记
者， 带记者去看他曾珍藏多年现已捐给衡阳抗战纪念堂的
两张军事地图———日军侵略衡阳所用的冠市、 南岳军事地
图，讲述了他“买宝赠宝”的来龙去脉。

20多年前，在北京“淘”到4张军事地图
郭建中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人， 曾是广铁衡阳车辆段普

通乘务员，走南闯北，喜欢收藏。
2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 他搭乘火车来到北京， 趁休息

时，他跑到潘家园古玩市场“寻宝”。
“当时就有一种预感，一定会找到宝贝。”郭建中笑着

说。果不其然，他在一个年轻人摆的小摊位上，发现了4张泛
黄的地图，走近一看，其中一幅地图上竟赫然写着“冠市街”
3个大字。

“我拿起一看，真的是衡阳市衡南县冠市的地图，而且
有两张，一张是中国军队用的，一张是日军用的。”郭建中告
诉记者，除了这两张地图外，还有一张“南岳市”的日军军事
地图和一张“黎家坪”的中国军队军事地图。

“我看到两张日军军事地图上写有‘中华民国二三年’
字样， 于是推测这可能是日军欲侵略衡阳前预先绘制的军
用地图。”郭建中说，他觉得这些地图或许可以作为日军侵
略衡阳的铁证，于是不惜重金把这4张地图一起买下，并于
2007年将两张日军地图捐赠给衡阳抗战纪念堂。

日军侵衡军事地图上，残留着血痕
在衡阳岳屏山上衡阳抗战纪念堂， 记者看到了郭建中

捐赠的两张日军地图。
两张地图成正方形，长、宽约为40厘米，由于存放时间

较长已泛黄。在“南岳市”地图上，两侧写有“军事秘密”、“开
战地”、“中华民国二三年”等文字。用放大镜仔细看，还能从
两张地图上看到标有草市、车江、松柏、吴集、白果、樟木、漳
江等地。这两张地图分别绘制了衡南、常宁、衡东、南岳等地
地形地貌和等高线等。

在“南岳市”地图中下部位，有一块不规则的小面积血
迹。衡阳抗战纪念堂负责人说，这张地图有可能在战场上使
用过。

“从两张地图上标注的‘中华民国二三年’，以及地图上
标记的衡阳周边衡南、南岳等地地形地貌的详尽程度来看，
日军当年发动侵略衡阳的战争，蓄谋已久。”衡阳抗战纪念
堂负责人说，这两张军事地图，是当年日军侵华又一铁证。

除了已捐赠的两张日军地图外， 记者还看到了郭建中
珍藏的另外两张中国军队的地图。记者发现，中国军队绘制
的“冠市街”军事地图与日军绘制的地图虽然大小一致，但
稍有不同，其绘制日期为“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地图上
还详细标明比例尺、等高线、坐标等。

8月25日，2015年“中国泸溪·浦市中元节”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泸溪县浦市古镇举行。
向晓菊 张克宁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欧
克勤 彭国平）“我们社区去年是计生工作三类社区，
今年通过创建计生示范社区， 变化很大。”8月25日，
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道香花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唐声
亮介绍， 前几天该社区顺利通过了省级计生示范社
区评估验收。

北湖区是全省人口计生工作模范区。为推动
计生工作提质升级，该区今年结合实际，实行计
生星级示范“三级联创”、“五级联动”。 即在区、
乡、村三级计生星级示范创建的基础上，将创建

工作向组、户延伸，开展“计生示范组”、“计生示
范户”创建活动，形成县、乡 、村 、组 、户“五级联
动”。今年，先创建市、区、乡计生星级示范村（社
区）40个，以点带面，逐步推进。区委书记欧阳建
华介绍，为推动创建工作，区、乡、村三级均成立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做到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
标任务、方法步骤、时间安排“五明确”。同时，区
财政以奖代投，对成功创建市级计生星级示范村
的，每村奖励3万元；成功创建区级示范村的，每
村奖励2万元。

夫妻殉国 后人感恩
新化村民无偿为抗战英烈陵园建设提供用地，将重新安葬叶振东夫妇

家乡未富 惟爱不缺
12年来，龙山发放爱心款2700万元，5700名寒门学子圆大学梦

湖南日报 8月 25日讯
（通讯员 罗中华 高喜安
记者 杨军）近日，从中国林
科院传来消息，经过专家检
测鉴定，桃江县浮邱山景区
浮丘寺门前最老的一株银
杏树，树龄为2011年。

银杏有植物“活化石”之
称。 浮邱山自古为“楚南名
山”，有“小南岳”之称。山顶
有座古寺———浮丘寺， 始建
于唐朝， 至今已有1300多年
历史， 是桃江县重要的宗教
活动场所之一。 在浮丘寺周

边，有22株古银杏，树龄均超
过1000年。 其中最老的一株
位于寺门前，高18米、胸径达
120厘米，枝繁叶茂。另有一
株高20米， 相传为唐高宗时
浮丘寺第一代禅师荣乐法师
种植。

今年7月中旬，桃江县
旅游局邀请中国林科院专
家来浮邱山， 对寺庙周边
的古银杏树进行树龄测
量。 专家经取样和技术分
析， 最终确定了古树的真
实年龄。

桃江：古银杏已2011岁

湖南日报 8月 25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
员 康行佳 ） 今天上午，娄
底市食药监局组织相关部
门，集中销毁了3吨多问题
肉及肉制品。

自今年 6月来 ， 由娄
底市食安办牵头 ，联合市

食药监 、市畜牧、市公安
等单位，对娄底市中心城
区开展了肉及肉制品的
专项整治行动 , 共查获案
件15起，没收各类问题猪
肉 及 制 品 45 箱 、1665 千
克，没收问题冻鸡爪9箱、
1365千克。

娄底销毁
3吨多问题肉及肉制品

湖南日报 8月 25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杨雄 朱卫华）8月25日，记者
从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分局获
悉， 该分局刑侦大队经过缜

密侦查， 最近成功破获跨长
沙、衡阳、株洲、永州、邵阳等
5市系列入室盗窃案20余
起， 涉案金额30余万元，抓
获犯罪嫌疑人易某。

邵阳破获系列入室盗窃案

湖南日报 8月 25日讯
（金慧 黄灿 ）今天，长沙市
共133位一线特困环卫工人
领取到了长沙慈善会“西
城·环卫天使” 慈善项目帮
扶金，救济额度从2000元到
2万元不等，共50万元。

据了解，“西城·环卫天
使”是湖南西城集团2013年

在长沙慈善会设立的专项
慈善基金，计划连续10年捐
资500万元帮扶特困环卫工
人，按照突发事故类、医疗
援助类和家庭困难帮扶类
的标准，每年对全市一线环
卫工人（含聘用人员）给予
50万元的援助，今年是项目
连续实施的第三年。

民企欲连续10年帮扶环卫工人

记者在基层

为盛世祈福
———泸溪浦市中元节见闻

三级联创 五级联动

北湖区推进创建计生星级示范村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8月 25日

第 2015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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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1040 660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691 173 119543

9 2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8月25日 第2015099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9219115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9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792739
3 12312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852
88452
1519445
12512740

75
3599
62174
509152

3000
200
10
5

0907 10 11 14 22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5099 2 3 8 4 7 8 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1518054.0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230 7 2 7
排列 5 15230 7 2 7 5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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