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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云武 欧阳倩

打开芙蓉区的“文化地图”： 闪亮、 纯
洁、 美丽。

万紫千红的文化元素滋养着这方水土：
白果园、 都正街等古街古巷， 青砖黑瓦透露
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浏阳河文化旅游产业带
芙蓉段， 文化景点如繁星点缀、 熠熠生辉；
遍布各街道社区的文体活动中心、 文化场所
光鲜靓丽， 市民载歌载舞、 活力四射。

在芙蓉区， 文化就像芙蓉花般绽放！

“亮化”， 让文化闪光
4月5日， 清明小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

芙蓉区马王堆街道古汉城社区书记谢世明来
到古汉街。 他4月的首要工作， 便是古汉街外
立面改造的宣传动员工作。

都是老街坊， 谢世明打开话匣就直奔主
题了。 “咱们这条街将进行外立面改造， 重
现汉代建筑风貌， 您对改造有什么看法没
有？”

跑了一上午， 得知， 店面经营户知晓改
造后会带来客源， 大多积极支持； 住户则担
心廊檐会对自己窗户使用有影响。 谢世明把
居民的担忧和建议一一记下。

根据芙蓉区委、 区政府的部署， 古汉街
改造将于今年7月初步完工。 建成后的古汉街

将成为浏阳河文化旅游产业带芙蓉段的重要
景点。

在浏阳河文化旅游产业带建设旗帜下，
芙蓉区文化闪闪发光： 马王堆汉墓广场， 再
现汉代髹漆及纺织技术的神奇； 隆平中央公
园、 水稻博物馆， 两岸犹闻稻花香； 婚庆文
化园内， 各式婚俗文化得以展现……

“净化”，让文化纯洁
4月12日上午， 长沙市定王台书市上演了

现场抓盗版的好戏。
芙蓉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在

书市巡查时发现， 有家店所售的 《图画捉迷
藏》 有“猫腻”： 原本凹凸设计的防伪封面光
滑无比； 唯一有版权出版社名称被“偷天换
日”。

工作人员翻出店面填写的 《书报刊审读
报批表》， 发现这本书并不在报批表范围内，
一番询问， 店老板承认售卖盗版书籍。

这是芙蓉区“扫黄打非” 工作的一个缩
影。 今年初， 芙蓉区在全省首创“全面报备、
有效审读” 机制， 向辖区出版物经营户下发
《书报刊审读报批表》， 凡进入市场的出版物，
经营单位需提供进货凭证， 并报备书报刊名
称、 出版单位、 进货数量等。

今年以来， 全区收缴非法光碟1033张、
淫秽光碟430张、 非法出版物7000多册。

美化， 让文化滋润人心
红石砖外墙，青石瓦屋顶，在芙蓉区白果

园程潜公馆，市民可目睹湖南和平起义的电文
原稿、 程潜将军生平用品、 重要文献……自
2015年10月免费向市民开放以来，已有超过2
万名游客感受了红色文化的魅力。

在芙蓉区，文化馆、图书馆、陈列馆、街道
综合文化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公益性文化
设施，均实现了向社会免费开放。区文化馆、图
书馆被评为国家一级馆。13个街道均有大型的
综合性多功能文化活动场所， 市民可随时、随
地享有场地和设备。

映衬着这些基础设施的美丽面庞，是群文
活动的欣欣向荣。5月19日，长沙首届浏阳河文
化艺术节将在芙蓉区中国水稻博物馆开幕，民
歌、舞蹈、朗诵，多种艺术形式值得市民期待；
芙蓉区婚庆文化园也将上演“520网络表白
节”，市民朋友可积极参与，浪漫走一回……

“闪亮的文化印记、净化的文化环境和美化
的文化阵地，文化宛如芙蓉花，在芙蓉大地上盛
情绽放。 ”芙蓉区文体新局局长焦英自豪地说。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姚学文）“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
吾德馨……” 伴随着10几个穿着汉族服饰的孩
子，用稚嫩的童声激情朗诵《陋室铭》，今天，长沙
市雨花区德馨园社区24小时读书吧正式开放。

据悉， 该读书吧是德馨园社区联合广通教
育共同打造的， 是省内首家社区24小时公益图
书馆。 作为社区的一项惠民工程，社区投入惠民
资金9万余元作为前期资金，对办公阵地进行改
造装修， 再通过社区购买、 公益捐赠图书等方
式，添置了图书。 目前，馆内现有古典文学、现代
文学、历史地理、心理成长、少儿刊物等各类纸
质图书近6000余册。

去年12月“德馨读书吧”试开放。 5个月来，
德馨读书吧组织读书分享会、主题讲座20余场，
近500人次参加。德馨读书吧在24小时开放期间
无书籍及物品遗失、被盗等情况，为居民在家门
口点亮了一盏24小时不眠的阅读之灯。

据介绍，读书吧白天黑夜阅读不打烊，采用全新
的“图书馆+”模式，在提供阅读服务的同时，利用社
区图书馆平台定期开展读书会、 心理咨询、 健康讲
座、亲子教育、国学讲座、课程培训等活动，丰富居民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通讯员 陈双美

4月15日上午9点，长沙市英才园社区党支
部书记熊轼坐到了二楼会议室麦克风前面。屋
里一下子安静下来，60多名党员、 入党积极分
子都竖起了耳朵。

每个月15日都是社区全体党员的集中学习
时间，英才园坚持了10年以上。在街道发起的志
愿者组织“帮帮团”协助下，近年来将党课和社
区事务管理有机结合，增加了党的影响力。

熊轼首先通报了本月社区工作和公共事
务情况，同时请与会者对重大事项表决。 这次

是要封闭3片11栋东向楼梯， 因隔壁桐梓坡拆
迁后，形成空白缺口，有安全隐患。大家一致举
手赞成，并决定会后分头在群众中宣传，进行
一个月公示后再进行拆除。

银盆岭街道创新工作载体，打通公益平台
和政务平台。以“三服务”一线工作法划分出的
街域56个网格为基础，整合出8个片区，把50余
名街道“帮帮团”的成员有机分布进去，形成
志愿者团队与“三服务”一线工作法网格对接、
与街道工委和办事处对接、与社区及居民群众
对接的工作协调机制。“帮帮团”上传下达，不
但推动了党的声音传播，还帮助基层党组织更

好地“接地气”，和社区公共管理有机融合。 全
街道共有直管党员1130名， 分布在12个社区
（村），每月都有一次这样的党员活动日，党员
参与率达到85%。

银盆岭街道“帮帮团”成员有六位住在英
才园，大部分是老党员。 平时在“帮主”徐正清
的带领下，为楼上漏水、餐馆油烟排放甚至夫
妻扯皮打架等“麻纱事”忙个不停。 开党课时，
他们是社区党课的积极协助者，学完后又要忙
着传达，并收集新的社情民意。

“帮帮团”的学习活动让党员们有归属感，
也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

�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颜石敦） 4月17日上午10时许，
在黑云压顶下， 郴州城区、 桂阳县、 永
兴县等地， 瞬间进入“黑夜”， 一场持续
10多分钟的狂风暴雨袭击过来， 汤圆大
小的冰雹也倾泻而下。 冰雹袭来的照片
在郴州城区市民和桂阳市民的微信朋友
圈迅速转发。

狂风暴雨和冰雹对桂阳的影响较大，
当地一些树木被吹倒，街道上的摩托车也
被吹翻倒地，个别民房在树木被吹倒后压
损，特别是汤圆大小的冰雹造成桂阳多个
乡镇的烤烟被毁。 桂阳县樟市镇甫口村
3000多亩烤烟幼苗被冰雹打的一片狼藉，
损失惨重。 永兴县也遭遇强风骤雨袭击，

最大风速达25米每秒， 相当于10级风力，
县城道路上的一些树木被刮倒在地，有的
被拦腰吹断，有的连根拔起。 灾情发生后，
永兴县立即组织人员对倾倒树木进行扶
正固定，环卫工人也及时对路面垃圾进行
清理。 郴州市气象台也紧急发布冰雹橙色
预警信号：预计苏仙区中部、北湖区中部、
郴州市区、资兴市中部当天12时左右可能
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造成雹灾，提醒各
地注意防范。

当天下午4时左右， 白昼再次上演瞬
间变“黑夜”， 伴随而来的是一阵持续了
近半个小时的狂风骤雨， 白天遭遇两次
“黑夜”， 郴州很多市民都表示： 从未见
过。

白天遭遇两次“黑夜”
狂风暴雨袭击郴州

�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蒋静)4月16日至17日， 永州市冷
水滩区、零陵区、新田县、东安县、双牌县
等多个县区遭遇暴雨、 冰雹和龙卷风袭
击，多地造成电线杆和房屋倒塌，农作物
受损。

新田县枧头、 石羊等8个乡镇遭受暴
雨、冰雹袭击，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龙家大院
2座石砌古民居倒塌。 道县坪坦乡等4个乡
镇遭遇冰雹，最大有鸡蛋大小，数千户房屋
受损毁。冷水滩区普利桥镇遭受强龙卷风、
冰雹、暴雨袭击，该镇多处房屋、树木和农

作物受损，部分地方电力设施被破坏，村民
用电受到影响。记者在普利桥镇铁塘村、小
里桥村见到， 几公里长的村级公路两旁的
绿化树木被拦腰折断，横七竖八倒在地上。
全村600多户村居的瓦房屋顶均受到不同
程度的损坏，满地都是瓦砾。铁塘村村民周
进芬家屋外的一棵直径40多厘米的百年古
树被连根拔出。 小里桥村种粮大户谢翠华
的多个育秧大棚垮塌。 据普利桥镇镇政府
统计，此次灾害造成普利桥镇铁塘村、小里
桥村、 江子塘等23个村、344个村民小组不
同程度受灾。

百年古树被连根拔起
永州遭遇龙卷风

�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陈永刚
实习生 曾迪 ） 长沙万家丽高架桥通车
后， 从南到北快捷通畅， 但部分上下桥
的匝道却成为新堵点。 今天下午， 长沙
市工务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布， 将通过
进一步优化建设时序， 使地面辅道在8月
30日前基本恢复， 届时市民通行万家丽
路将更顺畅。

长沙市工务局局长张跃先介绍， 万家
丽路段的拥堵主要发生在人民路至长沙大
道北往南方向。 由于高架桥主线交通流量
过于饱和， 加上上、 下行匝道车辆与高架
主线车辆合流交织影响， 地面辅道交通标
识不全， 导致桥上的车
辆“下不去”， 辅道上
的车辆“上不来”， 在
高峰期极易引发辅道和
高架桥拥堵。

“只有加快地面
辅道建设， 破除交通
梗阻， 通行才能更顺
畅。” 张跃先介绍， 万
家丽地面辅道工程包
含排水扩容改造、 管
线共沟、 地铁5号线隔
离桩、 绿化景观、 路
灯、 监控、 亮化等10
多项附属工程， 同时
要统筹服务好地铁5号
线车站、 BRT预埋等
交叉工程， 作业量相
当繁复巨大， 原计划
在10月1日前完工。 承
建方上海隧道股份市
政集团通过精心组织，
科学排期， 又往前抢
出了1个月工期。

上海隧道股份市

政集团万家丽路项目部常务副经理刘阳
告诉记者， 目前， 全线500多名建设者正
日夜赶工， 加快推进各项建设。 其中，
中央绿化带施工计划在6月15日前完成苗
木移栽； 地面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和
人行道施工将在8月10日前完工， 机动车
道将铺设与高架桥面一样的玄武岩改性
沥青砼， 具有抗高温、 抗滑、 耐久、 静
音等特性； 路灯、 交通设施及标线等工
程将在8月25日前完成。 到8月30日， 除
预留给地铁5号线车站施工的局部位置
外， 万家丽路地面辅道将实现双向8车道
通行， 设计时速为50公里。

长沙万家丽地面辅道8月底完工
基本恢复双向8车道

文化绽开“芙蓉花”

社区“帮帮团” 专解“麻纱事”

社区书吧，
24小时不打烊
雨花区德馨园社区在全省
首创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4月 17日

第 2016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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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1040 6021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07 173 139611

0 1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4月17日 第2016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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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0543877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8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763996
2 23556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21
63419

1205590
13455961

47
2050
43552
515200

3000
200
10
5

1214 20 26 30 33

建水稻标准基地
4月16日， 武冈市邓元泰镇于塘大垅， 村民在修建混凝土机耕道。 武冈市是省级水稻

高产大县（市）。 今年，该市将投资近1亿元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并计划用2至3年时间，建成标
准化水稻生产基地。 王岐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