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会在东江湖畔
资兴举办首届乡村生活节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李强辉）7月9日上午，在资
兴市三都镇流华湾村, 为期2天的资兴
首届乡村生活节正式拉开序幕。 该节
有趣味盎然的复古自行车骑行、 东江
湖畔的民谣之夜等四大系列活动，让
游客有一种别样的乡村生活体验。

此次在流华湾举办乡村生活节，
是资兴为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打造旅
游文化新名片的又一重大举措。 资兴
乡村生活节在活动内容上， 融入了娱
乐、体育、手工、音乐等元素，以流华湾
2000亩特色农业景观荷田和古民居群
落为背景，量身策划了别具一格的“粉
红荷花跑”，面向年轻女性群体，倡导
自信健康的生活理念； 根据三都镇独
具特色的古民居建筑群落和景色宜人
的乡村小路， 策划了趣味盎然的田野
复古骑行；创意市集上，各种文创产品
与当地特色农产品有机结合； 东江湖
民谣之夜，湖畔清凉，唱得响亮，用民
谣音乐给游客带来美好生活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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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周云武

特别的日日夜夜， 留下特别的镜
头。

7月10日，烈日当头，酷热难挡。 当
省会其他8个区县都已解除防汛Ⅱ级应
急响应，地势、雨情、水情特殊的望城仍
全区严阵以待。

7月2日起， 连续的狂风暴雨无情肆
虐望城。 9天了，险情尚未解除，防备毫不
松懈，4万余干部、 群众依然日夜坚守阵
地，抗洪涝、抗疲劳、抗烈日、抗麻痹……

大雨倾盆，望城四处告急
7月4日早上，黑云压顶，狂风阵阵，

已一夜未歇的暴雨下得令人心慌。
6时30分，乔口镇急报：柳林江撇洪

河段多处滑坡！
7时，茶亭镇急报：黄龙河撇洪渠大

堤多处垮塌，部分道路被冲毁！
7时40分，乌山街道急报：李家湖大

堤涵闸穿孔！
9时30分，铜官街道急报：黄家湖库

区机台穿堤、涵闸倒灌！
四处告急，望城区全面打响抗洪防

汛战役！
对望城来说，这是突击战，更是持久

战。本轮降雨强度之大，超历史极值，茶亭
镇累积降雨达520毫米， 相当于地面积水
52厘米！ 望城处于长沙水系最下游，周边
地区雨水全部经此入湘江， 加之长江、洞
庭湖同步涨水，上压下顶，水位居高不下，
老沩水洪峰水位更是超越1998年洪灾。全
区受灾人口13.4万人，受损农田14万亩。

该区迅速响应，区四大家班子所有
领导，每人联系一个险点，进入现场指
挥，所有区直部门分配到各一线。

枯燥的数字，如此让人揪心
“大众垸水位35.33米，苏蓼垸水位

35.34米，老沩水水位33.77米，与昨日同
期相比分别降低5厘米、6厘米、2厘米。 ”

7月9日上午8点， 望城区防汛抗旱指挥
办里，副区长喻霞元盯着大屏幕，嘶哑
着说：“枯燥的数字让人揪心，因为水位
每下降一分，安全系数就提高一分。 ”

自7月4日起，防指办所在的楼层每
一夜都灯火通明， 干部们轮流值守，医
疗救护组、勘灾救灾组、电力通讯组等
11个工作组连轴运转。 会议室里，全区
汛情调度会每6小时开一次；短信平台、
微信群中， 雨情、 水情每2小时发布一
次；指挥大屏幕上，每半小时更新一次
从重要险段发回的水位数据。

实际上，水位的每一分降低都凝聚
着干群的血汗———

7月4日， 李家湖大堤涵闸穿孔，近
千名干部、群众在大雨中连续奋战35个
小时，区委书记孔玉成亲赴现场调度指
挥，他与群众一道运编织袋、铲砂卵石、
轧钢筋笼，直到险情缓解才离开；

7月9日， 靖港电排站3台电泵连轴
运转一星期，导致功率不足，区委副书

记、副区长范焱斌发挥专业优势，与技
术人员协同制定解决方案，停机调整水
泵叶片角度，排水效率大幅提升……

“险情发生时，容不得我多想”
7月4日上午9时，石渚湖南向撇洪渠

多处出现滑坡，绵延长达300米，危及渠
边石渚垸的上千户村民、万余亩农田。 处
险必须挖沟导渗，然而，挖沟者立于滑坡
下方，一旦发生溃堤，可能会被泥沙活埋！

“力气大的都来帮忙！ ”伴随一声大
吼，只见铜官镇副主任熊彪跳到了滑坡
处正下方，抡起锄头就开始挖沟。 村民
们纷纷跟着跳下去。

“不怕溃堤被埋吗？ ”“当时的情况
容不得我多想。 ”

天灾之下，生命脆弱，谁都怕危险降
临到自己头上，然而险情发生时，望城的
党员干部没有多想，保护家园与百姓成为
一种本能。 在他们的带领下，全区广大群
众积极抢险：有多年水务经验的老同志主
动加入处险“智囊团”； 暴晒的大堤上每
50米便有一人值守；200名武警、 建筑工
人组成防汛应急队伍， 接到险报30分钟
内必赶到险点……干群齐心协力， 全区
45处较大险情全部得到控制。

徐德荣 何韬 谭珍利

7月8日下午放学后， 衡东
县南湾完小图书室里座无虚席，
一群学生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各
种书籍。

“图书室让孩子们课余生活
更充实。 ”站在窗外的老师黄盼
勇一脸欣慰。 2014年，他在网上
发布名为“爱心图书室”的公益
项目， 募捐来4000余册图书、6
个书架，建立了一个图书室。

通过公益项目助学，是黄盼
勇近年来的重要“副业”。这源于
一次家访。

2013年大学毕业后，黄盼勇
来到偏远山村南湾完小教书。 暑
假家访时， 他发现很多学生是留
守儿童， 有的还是单亲家庭，学
习、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得想法帮帮孩子们。”黄盼
勇起初自掏腰包， 却杯水车薪。
后来得知有一个公益捐赠网站，
他心里有了新主意。

写策划书、写宣传稿、报网站
审核……2天时间，他将一个名为
“渴望母爱的孩子”的公益项目在
网站发布出去，3天便筹集到近
1000元善款和一批物资。

这让黄盼勇很受鼓舞，他开
始把更多时间放在儿童公益事
业上。 他创建净水公益项目，让
孩子们喝上干净水；发起“乡村
守望者”公益行动，让留守儿童
在活动中学到课外知识，感受社
会的爱……

近3年来， 黄盼勇成功创建

60余个公益项目，筹集40余万元
善款，让12661名孩子得到帮助，
被评为省“优秀教师志愿者”、衡
阳市首届“乡村好青年”、衡阳市
“最美志愿者”，并获“中国名师联
盟·希望工程园丁奖”等。

成绩背后， 困难和阻力如影
随形，但黄盼勇毫不畏惧。孩子们
的家大多路途遥远， 他只能利用
双休日走访， 有时搭别人的摩托
车，有时步行十几里。他还公开每
一笔善款的来源和去向， 用行动
消除一些人的疑惑……

“每当遇到困难、心烦意乱
时，想起孩子们得到帮助而开心
的样子，心中就有了力量。”黄盼
勇说。

今年1月底， 黄盼勇和志愿
者们来到南湾乡桃源村家访，见
学生小梅正在洗衣服，脸上挂满
忧愁。 天气虽然寒冷，她却只穿
着一件单薄的外套，搓洗衣服的
双手长满冻疮。

原来，小梅的妈妈因家贫离
家出走， 父亲外出打工几年不
归，家中剩下年迈的爷爷奶奶和
年幼的弟妹，8岁的小梅成了家
里的“顶梁柱”。

“要让孩子的父亲回家！”黄
盼勇一行积极募捐，同时联系小
梅父亲返乡，并帮他在当地找工
作。

一个月后见到父亲，小梅脸
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孩子们的笑容是我坚持的
理由。 ”黄盼勇说，“我将继续做好
公益事业，让更多孩子得到帮助。”

� � � � 湖南日报7月10讯 （通讯
员 罗方平 记者 王文隆 ） 昨
天， 为期3天的“一起来唱浏阳
河———湘约珠江” 文创品牌巡
演在广州市海珠区珠江之畔的
凤凰仓开幕。 3000多平方米的
时尚创意空间里， 处处在讲述
“浏阳河” 的故事， 回荡着“浏
阳河” 的旋律。

在写满历史印记的1号仓，
浏阳夏布的草木乡愁、浏阳烟花
的璀璨梦想、 菊花石的时光烙
印、油纸伞的诗意情怀，湘绣的
指尖魅力、 铜官陶的拙朴意蕴、
浏阳的美食诱惑等最具“浏阳
河”特色站台，按照“九道湾”布

局依次摆放， 加上广州当地糖
画、广彩等非遗艺术，十多个文
创品牌采用亦展亦演的形式，营
造了一种如梦似幻、贴心入怀的
生活情境。

“‘一起来唱浏阳河’在去年
的浏阳河音乐节上，通过线上线
下传唱参与和互动分享，全面提
升了‘浏阳河’文化品牌的感染
力和凝聚力。而此次将‘唱歌’全
面拓展为唱文化、展非遗、晒品
牌、创项目，是更深层面地把浏
阳河流域的文化特色、 创意产
品、产业项目链接到一个全新的
平台上。 ”浏阳市文化产业园管
委会主任高志介绍。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今天上午，由湖南当荣影视传媒中心举
办的“宇旗杯”岳阳首届喜剧之王大赛
启动， 岳阳籍导演邹当荣策划的999集
方言短片《每天快活三分钟》开拍。 未来
一周将在岳阳拍摄前10集。

邹当荣是传媒行业的“励志哥”，高

中毕业后到《洞庭之声》报实习，睡地板，
没日没夜写稿，一年后被聘为编辑记者，
从此踏上传媒之路。 先后供职于《洞庭
湖》、《岳阳晚报》、《年轻人》、《当代警察》、
《知音》。“我没有任何背景，只有孤独奋
斗的背影！ ”邹当荣说，“我成功的诀窍，
就是用别人10倍乃至100倍的付出，把自

己打造成无坚不摧的铁人。 ”
举办岳阳首届喜剧之王大赛， 选拔

演员出演999集方言短片《每天快活三分
钟》，是当荣影视传媒中心今年重点打造
的一个项目。 它立足岳阳，面向全国，包
装各种能说岳阳方言、 敢于表演的草根
演员。 邹当荣称，演员选拔从7月开始，边
选拔，边拍摄，边评奖；从8月1日起，999
集方言搞笑短片将在腾讯视频独家推
出，由“湖南喜剧之王”公众号发布。

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向晓玲

7月9日，一年一度的泸溪县农历“六
月六” 传统苗族民族节日在该县梁家潭
村隆重举行，2万多名当地群众穿着节日
盛装，欢天喜地来到这里参加歌会。 苗家
拦门酒、祈祷祭祀、狮舞龙灯、八合鼓、团
圆鼓舞、跳香舞、苗歌等节目好戏连台。

当天虽然烈日似火，但歌场上百名
歌手大放歌喉， 歌颂党的富民政策，放

歌扶贫脱贫攻坚战辉煌成果，颂扬苗家
山寨的新变化……

相传明朝洪武四年六月初六日，湘
西苗族先人秦垕因反抗暴政而被朝廷
处死。 苗民们便用苗歌传唱“清早起，向
西行，向着日落的地方迁徙”。 此后每逢
农历六月初六，苗家人都汇聚一起唱苗
歌山歌纪念秦垕王，翻晒衣物为“秦垕
王晒皮”，又称晒“龙袍”。 因而祭祖总是
作为节日开场庆典，整个节日充满祈求

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内容。
经过多年传承和发扬，“六月六”活

动内容日益丰富， 如今已有拦门酒礼、
山歌会、苗族民间体育、传统民俗文化
表演等。 然而，最吸引人们的仍是那声
声苗歌。 苗族小伙子和姑娘们躲进树林
里、山坡上、小溪边以对歌来纵情表达
对爱情的向往，“物色”自己的意中人。

“藤缠树来树缠藤，钥匙缠锁锁缠
门……”声声苗歌，传出去老远老远。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王晗）“过
‘政治生日’，对提升党员队伍建设意义深
远，值得总结和推广。”近日，国网长沙供电
公司党委书记张孝军在参加浏阳供电公
司“政治生日”活动后，发出如是感慨。

过一个“政治生日”只是长沙供电
公司党群工作部党支部和浏阳供电公
司党委结对联学联创“五个一”的主要
内容之一。 除此之外，还包括打造一个

标准化党支部、 开一次专题学习讨论、
参与一堂普通党员讲党课、提升一个志
愿者服务队建设。

为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推向
深入，今年6月，长沙供电公司创新学习
方式， 启动机关党支部与基层党组织联
学联创活动。 以“机关支部联基层、精益
管理做表率”为主题，由10个机关党支部
主动与16个基层党组织一对一、 一对多

结对，紧密结合分管业务和基层实际，通
过组织实地调研分析、 联合开展组织生
活、联手解决实际问题等方式，把公司管
理要求、机关管理经验“带下去”，把基层
问题困难、特色亮点“带上来”。 旨在以
“联”为载体、以“学”为基础、以“创”为重
点、以“促”为目标，实现机关支部与基层
支部的联动共建、互帮互促，以点带面推
动学习教育扎实开展。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黄志东 邓华玲）“父母叫，须敬
听；父母责，须顺承……”7月10日上午，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二完小书声琅
琅，38名留守儿童在杨华秀老师的辅导

下，朗读《弟子规》。
今天，由该县县委组织部、县文明

办、县民宗文体旅游局、义工协会等联
合举办的“关爱留守儿童，快乐幸福过
暑假”免费国学培训班，在各乡镇开课。

培训内容包括：国学经典诵读、太极基
本功教学、书法培训等。 培训费、教材、
服装等全免。 培训老师包括自愿参加的
在职老师、离退休干部、教师和社会爱
心人士等。 培训时间涵盖整个暑假，随
到随学。 引导广大留守儿童快乐、安全
过暑假，激发他们对传统国学的兴趣和
爱好。

张家界家庭教育
提质升级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廖声
田 通讯员 宁奎）“今后对孩子教育一
定以德为重， 实现科学育人， 健康成
长。 ”近日，张家界学生家长方西平受
邀参加该市家庭教育工作会，他说，就
如上了一堂生动的家庭教育课， 首次
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少年儿童成长至关
重要，受益匪浅。

坚持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并重，是
张家界教育发展的重点。目前，张家界共
有家长学校190所，16所被授予省级示
范家长学校。 每年， 为普及家庭教育知
识， 市县两级家庭教育讲师团定期深入
学校讲课， 并邀请知名教育专家专题巡
讲，参加学习的家长达2万多人，受到社
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 张家界教育部门目前已形
成一套完整的家长学校工作、 管理和授
课机制，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密切配合，
有效实现了家庭教育提质升级。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
者 李寒露 通讯员 罗淮蓉） 7
月10日， 记者从常德市文广新
体局获悉，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日前在京发布了2016年百
种优秀出版物， 并向全国青少
年推荐。 其中由中国青少年音
像出版社出版、 常德当地一家
传媒企业与湘潭大学联合创作

的26集动漫连续剧 《雷锋》 荣
登榜首， 成为我省入选的2部动
画片作品之一。

26集动漫连续剧 《雷锋》，
共精选了26个经典故事， 是第
一部激励青少年学习雷锋的优
良品质，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国梦的优
秀作品。

山村孩子，
让我牵着你的手
———记热心公益的衡东县教师黄盼勇

珠江之畔唱响“浏阳河”
“一起来唱浏阳河———湘约珠江”文创品牌
巡演广州开幕

常德原创动漫作品《雷锋》
入选全国青少年百优出版物

四万干群齐上阵
同心协力抗洪魔
———采自望城区抗洪抢险前线的镜头

岳阳:首届喜剧之王大赛启动
邹当荣执导999集方言短片《每天快活三分钟》

“六月六”，苗歌声声醉山乡

长沙供电:联学联创推动“两学一做”

江华：留守儿童暑假免费学国学

� � � � 7月10日， 桂阳县荷叶镇鲁荷金
风力发电机组， 该风电场二期工程
正在进行并网发电测试。 目前， 桂
阳县风电项目投资规模与建设速度
均居全省第一， 已有鲁荷金、 水源、
来溪、 天塘山4大风电场， 装机总容
量17.6万千瓦， 完成总投资22亿元。
截至今年6月底， 该县累计发电量10
亿余度， 实现销售收入6亿余元。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欧阳常海 摄影报道

桂阳打造
湖南“风电之都”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7月 10日

第 2016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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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 1040 6968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328 173 402744

3 0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7月10日 第2016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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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1228103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0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0 26120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84
52536

1119796
5659731

28
1964
42746
202829

3000
200
10
5

0212 24 28 01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