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杨滨瑞

!"#$%&'( !"#$ ) $ * !% +,- #&'&& .
/01234 ## 56789:;< ! =>?@ABC
DEFGHIJKLMNOPAB/0QRSTHIU
VOW;X (&)PYZ[\;]^_` aPb+c;]
defOghijk. !&#$ ) $ * !* +l- + mno
p^_hiJqrDst (& uvwxyz{|}F~
��,�5�-$*./ .&.&/ &.&&/ .../ *-./ /���ABC�
�^_OW;X ]��\����\/0���\01�
NO�q���� xy�q�������%X��h
i��` hiD���O���D� �¡�¢£¤D
E¥¦P§¨�©ªW«�¬�̀ ;&�OY®.¯°
±�l²O³´µiZ`

!"#$!/01¶·¸4u¹¬�;9 !2&$
/ / / / !"%&!#-%&*+2%$%%/ / #*%2(#%!!!!/ / /
/ / / / '()*%&!&2-#º*%%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345

!"#$ 6 $ 7 !% 8

!"#$%&

!" #$%
!"#$%&'()*+,-

.//012345$6789:
;<4)= !" >?<@ABCDE
FGHI$6&JKL:MN'('
OPQRSTUVWXYJZ[$&V
\]6OR^;_V$`a2bZc
$de^;fEFV ghi$j@
Hklm\nSop5CDEFk
Pqrstu

&'()*+,-./
012

)*vXYCDEFwxyV
z{|}~���CDEF^o
p���\��\^lm\nV���

�AB�m\nV���k�-R^�
���V��m\n�C�EF��
P�HI��# ���k�)��
�VHk)���� G¡¢£¤^
%&\nV¥X¦SP§G¨�£©
^%&ª«VIv/¬®G\��
\5%&¯°V±q'²\³G´µ

¶�5%&'OV�T·¸¹º¨�
»FS)�¼¼@�^%&½Nu

3+()*+,-.4
567

)*¾$Y�CDEFkPR¿
À�ÁÂ¾V $ÃCDÄÅ|EF
ÆÇG`XÈÉÊ&;Ë�CDÌR
ÍÎÏÐÑÒ<�@�C��$6E
FRSÓÔS;»ÕÖG×ØUÙu
)*Ú�ÛÃÜÝFC�EFÞV
ßàáâ'(ãäV åæC��ç
èé|¶ÃêZëV ìv@C�E
FSde^;f¿ÀEFu

89()*+,-.:
;<=

@Hk)�%&MN|%&\
nSopVíÃC�EFkPEF²
(îïð'¶�î|'OñòîëS
ós^ $% ôõö½÷Vøù)�ú
ûC�}PV üý)�^%&\nG
%&ª«G %&¯°|%&OþVÿ

!)�û"#^$%&V);^$)
�V'&^$(�V)y^$3*VH
I�+,-/R^$6%&Pu

>?()*+,-.@
/AB

C�EFkPqrst./)
*de;012���3MNqr1
24̂ 5¹67V89 &'( t:;Ü
ÝF;f<ªç=> .)�?;�
@^A7õöG )yqrB)C�
õëD,��2<ª�E5FG�V
89 &'( t: �̂HIqCRJKV
$X@'&SÓ^)�;LM-M
N5¹NOu PQ)�;»LRS
�T5¹UM-MNV Ê&�Vê
WXY5Z[V \'&?;]LÊ
&��^_u

=>?V )*)`?�a%&
*;'Obòa"còédÍÌ )"
eôV ?!"-%&*;'Ofg
ë-c'OòédÍÌheôu i
LV Ê&/>j^k&lS *+,!-V
�8&Wm°S .+-V Pnop�
)!$/qV rs5¹t6nuµa"
vw;|-»G7*;çnxçu
)*�bþAB�yözÐV'O{
|V¶Ã}bR^�~��V���
�ýc^ê��NV ���@�
m\nSop^C�EFkPs
tV��!"$*���u

!"#$%& '()*+,
!!!"#$%&'()*+,-./0123456&7

!!"#$!

市州新闻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2016年6月20日 星期一
通讯员投稿邮箱： hnrb2012@163.com

09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罗华 谭珍利 何雁翔

6月17日，记者到衡东县“生态之乡”白莲
镇白莲村采访，一进村，1300多亩荷花映入眼
帘，莲叶田田，朵朵莲花含苞欲放，似一幅诗
意盎然的水墨画。通村公路两旁，栽着樱花、
桂花树，郁郁葱葱。村部东面、小溪两旁，桃树
遍山，枝头挂满果实。

村支书罗志辉介绍，相传白莲村千年前
就有一口百亩荷塘，盛开白莲，“白莲”村名
由此得来。白莲村虽然拥有绿水青山，但地
处山区，部分村民生活贫困，去年被定为县
委宣传部精准扶贫村后，这个小山村发生了
可喜的变化。

流动书屋“富脑袋”
村妇委会主任向淑云家门前的一个流动

书屋，引起记者注意。原来，这是县委宣传部
设立的。

今年1月，衡东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
长谭春兰在走访中，了解到白莲村地处山区，
农户居住分散，而随着3村合并，村域面积扩

大，群众借书更加不便。
“扶文化，富脑袋”。今年3月，县委宣传部

决定在白莲村14个组设立流动书屋， 资金由
碧桂园控股公司捐助， 图书由县荣桓图书馆
提供。 每个流动书屋日常存书300册左右，分
政策法规、种植养殖、文学艺术等类。村里还
为每个流动书屋订了《人民日报》、《湖南日
报》等6种报纸。每个流动书屋设2名管理员负
责管理。

“有了流动书屋，不用走远路去借书了。”
瞿新华说，他现在可随时借阅养殖类书籍，很
方便。

流动书屋也带动了村民读书， 山村处处
翰墨飘香。如今在白莲村，很多村民利用空闲
时间读书学习，搞科学种养。村里今年还计划
开展“新农民、读新书、创新业”系列活动，推
荐100本最受农民欢迎的图书，评选十大读书
致富典型，掀起助农读书、帮农致富热潮。

灼灼白莲引客来
每逢节假日，白莲村“千年白莲风情园”

内游人如潮，每天来参观游览的自驾车在200
辆以上，游客在2000人以上。

为加快白莲村脱贫步伐， 谭春兰多次进
村调研。在她推动下，县文体广新局、旅游局
与白莲镇一同在村里建设“千年白莲风情
园”，打造千年荷塘、白莲古寺、爱莲书院等白
莲十景。同时，在县委宣传部指导下，白莲村
村民组建文艺宣传队、 理论宣讲队、 腰鼓队
等， 排练多种节目， 每逢旅游旺季为游客表
演，为村里发展旅游增添了文化魅力。

发展乡村生态文化旅游， 直接带动白莲
村经济发展，村民自产的乌石猪、珍珠鸡、荷
花鱼和九孔藕等土特产成为游客“最爱”。随
着游客日益增多，村里还开发千亩果园，种植
黄桃、杨梅、水蜜柚、春枣等。“千年白莲风情
园竹筒”、“白莲十景纸扇”、“彩色道具竹伞”
等旅游产品也相继开发，受到游客青睐。

“村里稳定脱贫目标，很快就能实现了。”
村支书罗志辉信心十足。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
讯员 陈暄）长沙湘江沿岸人文荟萃，古镇古
迹甚多，铜官、靖港、乔口等古镇享誉中外。
去年，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与望城区政府，面
向全球征集湘江古镇群概念性规划方案。6
月16日，第一轮5个设计方案正式亮相。

本次方案征集的规划范围包括湘江两
岸铜官镇、丁字湾街道、书堂山街道、靖港
镇、乔口镇、新康乡全域，总面积256.32平
方公里，研究范围还包括格塘镇、东城镇、
桥驿镇，总面积444.25平方公里。

自去年启动规划方案征集至今，已有5家
设计单位提交了第一轮方案， 每个方案各有

侧重又有相通之处。A方案提出打造湘江艺术
古镇群；B方案定位世界罕有的江洲古镇部
落；C方案提出建立一个古镇群文化大观园，
并给各镇做了主题定位：乔口为秀美渔都，靖
港为军港古镇，新康为浪漫戏乡，铜官为千年
陶都， 书堂山为人文书香， 丁字湾为麻石之
乡；D方案提出在规划上做减法，减工业、减居
住、减建设用地，营造人文宜居古镇群与国际
文化交流展示新平台；E方案提出利用众创参
与、众筹发展等方式，打造国家5A级景区。

长沙市城乡规划局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将整合5个方案，形成古镇群总体规划。并将
方案内容摘录公示，征集市民意见、建议。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文颖 林谌德

进入6月，怀化市洪江区“聋哑哥”
查清很开心。他的“竹溪堂”竹雕展在洪
江古商城窨子屋徐复隆商行开展，他磨
砺多年创作的雕刻作品受到前来参观
的各路行家、游客称赞。

“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坚
持了才有希望。”这是查清的座右铭。站
在展览台前，查清笑容满面。然而，年近
五十的他已头顶光秃，额头上的皱纹写
着他一生的辛酸。

查清自幼因病失语、失聪，一直生活
在无声世界。接受特殊教育后，他好不容
易在一家福利工厂当上了操作工， 孰料
在而立之年因企业倒闭下岗。从此，他自
学玉雕、竹雕、根雕，形成了独特风格。

今年，查清应邀参加深圳竹（木）雕
工艺博览会， 安徽黄山竹雕文化传承

人、竹雕工艺大师蒋永清称赞查清的雕
刻作品“小家碧玉透显大气，豪放粗犷
不失细腻”。会展中，查清所带的《吉祥
鸿运·九龙戏珠》竹雕作品，被马来西亚
客商收藏。

用雕刻技艺发声。在雕刻艺术学有
所成后，查清有一个梦想：在洪江古商
城创办“竹溪堂”竹雕展览馆，展示他独
具一格的雕刻技艺，打造具有洪江古商
城旅游特色的品牌。

查清不向命运低头、刻苦钻研雕刻
的事迹在社会上流传后，产生了较大反
响。洪江古商城景点负责人杨治带领工
作人员，专程到查清家中走访，看到查
清雕刻的一件件玲珑剔透而又大气、独
具一格的竹雕、玉雕作品时，当即表示
在古商城窨子屋为他免费提供一间屋
子，开办“竹溪堂”竹雕展览馆。洪江古
商城项目负责人文奇还为查清的展览
馆撰写了介绍词。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6 月 19 日

第 2016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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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 1040 8413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640 173 283720

2 3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6月19日 第2016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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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23740893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26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993400
5 9921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06
64810

1262202
5421411

21
2607
48670
214113

3000
200
10
5

0106 11 18 23 29

� � � � 湖南日报6月19日讯（记者 白培生 通
讯员 李茁 邓德茂）6月17日， 宜章县骑田
国有林场工作人员在林峰、寺昌坪、新建等
工区进行野外作业时， 均发现国家一级保
护植物伯乐树，共约20株。

伯乐树别名钟萼木、山桃花，是我国特
有的古老树种，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被誉
为“植物中的龙凤”，在研究被子植物系统
发育和古地理、 古气候等方面有重要科学
价值。其树冠呈塔形，树姿挺拔，雄伟高大，

材质优良、 出材率高， 在阔叶树中十分少
见；其粉红色花序极为艳丽，蒴果红褐色，
观花观果效果非常好， 是既可用材又可观
赏的珍贵园林树种。

骑田林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次发
现的伯乐树均零星分布在海拔600米以上的
高山，长势良好，测得最高树高约14米。

骑田林场始建于1958年， 面积9.29万
亩，森林蓄积量13万立方米，保留着大片原
始次生林，保持了完好的生物多样性。

更引诗情到白莲
———衡东县白莲村文化精准扶贫纪实

牛市“牛”
6月19日， 客户

在吉首市乾州农贸
市场牛市选购黄牛。
近年来，乾州农贸市
场服务中心利用自
身的地理优势，搭建
平台、 规范管理，市
场吸引了湘、鄂、渝、
黔等地的客户前来
购销， 年交易额达2
亿多元， 成为四省
（市） 边区最大的活
牛交易市场。

杨健 姚方
摄影报道

“聋哑哥”用刻刀发声
老百姓的故事

（紧接1版）现场指界结束后，勘测技术方再
根据指界后的信息， 制作承包地块分布示
意图。

制作好承包土地分布示意图和基本信
息表格后，就进入第三步，公示确权环节。
经过7天公示， 村民再次对信息核查纠错，
然后进入第二轮公示。两轮公示后，确权登
记难点和核心工作就已经完成。

龙嘶村用了近半年时间摸出的工作
法，移植到隔壁的茯木山村，10天就完成了
这重要的三步。 三步工作法让确权登记的
成本，也由计划的65元/亩，减少到了30至
40元/亩。甘棠的龙嘶、茯木山、同心、大吉4
个村第一批试点，4个村水田实际面积总计
比原承包面积多了36.9%。

堵住了一个漏洞
土地确权证发不发得下去，关键是证上

的权属信息和老百姓实际种的田相不相符。
杉山村杉山组的罗昶明很郁闷，他家的

蓑衣丘在鱼鳞图上找不到了。种了十几年，怎
么就在地图上没有呢?�现场指界时， 技术员
在被南竹倒影遮住的蓑衣丘里找到了答案。
航拍时，这块两岸夹山的田，被垂下的南竹挡
住了，显示为森林。

差错毕竟是少数，但差错
消灭与否， 事关确权登记成
败。现场的情况会让人意想不
到。有的可能是农民自己调换
了承包地块， 或者被建房、修
路等占去了面积，去了现场才
知道农民到底在种哪块地。双
峰县经管站干部陈雄峻想出
了让勘测技术人员给农民现
场指界的质量抽查法。

“倒过来指界，这就要求
我们工作必须做到无差错地
严谨细致。”勘测技术员陈习
娇说。

双峰已对确权登记的质
量进行了3轮抽查，总体让人
放心。 技术员给农民指界的
质量抽查法， 已经在娄底全
市推广。

化解了一批矛盾
石牛乡一农户家里新增了4人，每次公示

时，她就把组里的公示表撕掉，以示对没有多
分到地的不满。法律规定，承包经营权30年
不变，工作人员多次做工作也无果。于是，组
里分户公示，绕过了影响整个进度的矛盾。

“确权关我什么事，反正祖祖辈辈都种
的这个田。”新屋村民小组的老百姓一开始
不配合确权， 负责这个村民小组的乡镇干
部耐心做工作：“证要先办，办证是让你们
受益。”现在，新屋组的确权登记进展顺利。
土地确权，既解决了旧矛盾，农户土地承包
经营权也得到了法律保障。

采桑村有一个组，由于各种原因，找不
到原来承包的合同面积底子。以前，村民分
田是按照田的产量来换算面积，50公斤稻
谷算一分田，承包面积成了一笔糊涂账，确
权登记陷入被动。 乡里派出工作组进驻村
里，确定按实际承包丘块算合同面积，目前
进展也十分顺利。

本着依法依规办事的原则， 村里矛盾
基本在乡镇就解决了。到目前为止，全县土
地确权工作正在轰轰烈烈地顺利进行。

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长沙谋划打造湘江古镇群
已向全球征集到5个概念性规划方案

宜章发现“植物中的龙凤”伯乐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