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开放
体育场所

7月13日，长沙市
岳麓区八方小区，孩
子们开心游泳。 从当
天起至8月21日，长沙
市为全市中小学生免
费开放定点体育场
所， 其中游泳场所24
家，乒乓球、足球、健
身、 篮球等培训场所
37家。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杨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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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救人 老汉受奖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讯

员 邓道理）连日来，通过媒体报道，张家界68
岁老汉赵如秋勇救意外遇险游客事迹传遍各
地，被网友誉为“最美”、“最牛”张家界人。7月
13日， 武陵源区委书记朱用文代表区委区政
府慰问老人，并颁发了1万元奖金。

7月11日，一封给张家界市委书记杨光荣的
感谢信，引出赵如秋老人舍身救人的壮举，本报
12日也刊发了《最美的风景是人》的报道。

赵如秋是永定区教字垭镇甘溪峪村的
一名普通农民，家境其实并不富裕，主要靠
在景区为客人提供挑包等服务补贴家用。平
常他乐于助人，哪怕陌生人需要帮助，都会
伸出援助之手。常年穿梭在景区，身板硬朗，
健步如飞，对地形又熟悉。用他自己的话说，

“为游客解难，小事一桩。”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张西磊 姜炜）“我宣誓， 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今天上午10时许，在华容
县新华垸溃口处的堤岸上，一群武警战士，
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其中2名战士火线入
党，21名官兵火线立功受奖。

这次入党的武警岳阳支队战士李建国

长着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稚气未脱，但在这
次新华垸抗洪抢险中却“蛮拼”的。45小时
的昼夜奋战，一天只睡不到4个小时，面对
湍急的水流，虽天气炎热，他没有丝毫畏难
和退缩。简短而庄严的仪式后，堤上又下起
了小雨， 李建国和战友们又迅速投入到加
固堤坝的任务中去。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徐亚平 徐
典波 通讯员 刘立武 吴军华）舟桥部队在
水上“飞”，武警官兵在堤脚跑，工程机械在
溃口忙。今天，岳阳市、华容县投入施工军
民2400余人，抓紧开展新华垸内溃口复堤
加固工作。

新华垸红旗闸内溃口于昨日8时15分合
龙后，华容县按照省、市水利专家制订的后
续工作方案， 依靠武警舟桥部队的帮助，扎
实开展后续工作。 在龙口堤上游坡面上，贴
坡抛投砂石袋减渗，标准为面宽1米、底宽3
至4米，经测算需卵石800立方米，今日20时
前完成；在抛投砂石袋外侧，贴坡抛土料袋，

标准为面宽2米、底宽5米，力争在14日8时前
完成；加高培厚龙口堤，标准为高出现有水
面2米、宽3.5米，力争在14日20时前完成。

新华垸内渍水约3500万方。 华容县
一手抓复堤，一手抓排渍。垸内共有7处
电排，除1处损毁外，其余6处目前均已开
机外排， 每天约可抢排近170万方水。另
外，从省相关单位调集多台外排设施，每
天可抢排渍水190万方。抓紧抢修垸内灾
损机埠，及早投入排渍。华容县政府新闻
发言人张昭林表示， 在没有强降雨等外
来因素影响下，争取6天内完成垸内渍水
抢排任务。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王吉平 刘银冰）草丛中，庄稼地里，每
一个凹凸地点，都要用锄头仔细翻开，细心
查找，看看是否有渗水……7月13日，阵阵
雷雨中， 在岳阳市君山区长江大堤北闸堤
段， 君山区鱼饵加工厂老板姚斌带着员工
巡逻，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

姚斌是君山区柳林洲办事处芦花洲村
村 民 。2015
年3月，他筹
资近百万元

回乡创业，办起了鱼饵加工厂，并就近安置
了40多名青壮劳力就业，产品远销美国、日
本、加拿大等国。7月4日他得知全区启动防
汛应急响应，村里大部分男劳力外出务工，
防汛劳力缺乏时，姚斌立马放下生意，辞退
部分订单，关停工厂生产线，主动向镇村领
导请缨， 带领厂里30名男职工每天沿着堤
脚进行巡逻查险。

至7月13日，姚斌已连续10天带着工人
上堤巡逻查险， 仅每天给员工的工资和生
活开支就是近5000元，10天将近5万元。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通讯员 李星 王
小平 记者 杨军)7月12日， 由于村民祝迪
飞及时发现并报警， 益阳市资阳区茈湖口
镇成功处置了一起管涌险情。 该镇自启动
百米巡堤责任制以来， 共收到群众报险12
次，处置重大险情7次。

今年7月初特大汛情发生后，资阳区
启动百米巡堤查险制，重视查险处险，干
群同心协力，确保了该区133公里防洪大

堤的安全。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为进一
步调动群众巡堤查险的积极性， 资阳区
由防汛带班干部上堤巡逻查险， 并挨家
挨户上门宣传，与距离一线防洪大堤100
米内的农户逐一签订查险责任状， 责任
到人， 力求第一时间上报险情、 组织抢
护。同时，区防指设立了巡堤查险奖励制
度，对及时发现并报告险情的巡堤人员、
群众给予奖励。

桂阳种出“南方苹果”

新华垸溃口加快复堤
争取6天内完成垸内渍水抢排任务

武警战士防洪堤上火线入党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杨振兴 范永萃）12日18时30分，洞庭
湖大堤岳阳监狱七监区责任堤段10号桩处
党旗飘扬， 七监区抗洪前线临时党支部30
名党员在党支部书记李绍峰带领下重温入
党誓词。

岳阳监狱现有责任堤段包括长江干堤
3公里、洞庭湖大堤15.87公里、华洪运河渍

堤3.5公里。7月6日以来，该监狱700余名警
察、职工上堤24小时轮班查险处险。监狱把
开展党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与党员在防
汛抗洪中勇担当、 作表率结合起来，471名
党员被编入17个临时党支部、55个党小组，
全体党员把防汛大堤作为“两学一做”的
“大考场”。到目前，已及时发现、处理、排除
疑似险情79处。

重温誓词 查险处险
岳阳监狱将防汛大堤辟为党员“大考场”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王吉平 金慧莉 ）7月13日， 走进岳
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与华容县新华垸交
界的间堤上， 一条粗粗的水管沿着大堤
延伸，一块块写着“君山区钱粮湖镇自来
水免费供应点”牌子边，受灾的华容县治
河渡镇民主村村民们拿着水桶接着白花
花的自来水。

7月10日，新华垸溃垸后，垸内治河渡

镇有部分居民转移到与君山区钱粮湖镇交
界的高10多米的间堤上。 相邻的君山区一
边组织人员送来干净的矿泉水， 一边立即
组织人员架设电线、水管。在当晚9时，就将
全线3500米间堤上的电路拉通。为解决用
水问题， 该区防指立即在全区抽调水厂技
术人员22名，130多名基干民兵协助铺设水
管。7月11日凌晨2时，仅仅12个小时，就将
4800多米水管全部接通。

铺来水管供邻居
君山区向新华垸受灾群众伸出援手

君山一老板放下生意去抗洪

资阳区实行百米巡堤查险制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邓欢

苹果，一种适合在北方种植的水果，每年
10月上市。但7月11日，记者走进桂阳县方圆
镇马巷村，却看到已成熟的、漫山遍野的红苹
果，这是“南方苹果”。村里种植大户袁光明介
绍，他们的苹果已上市一周，比北方苹果提前
了3个多月。

“真没想到，南方也能种出苹果！”在马
巷村南方苹果科研基地，游客钟先生吃着又
脆又甜的苹果，一脸惊讶。

“一年栽种，二年挂果，上市早，市场空间
大，货源少、价格好……”正在向客户推介南方

苹果的袁光明一脸喜悦，他种的南方苹果苗今
年以每株15元的价格卖出了16万株， 远销湖
北、浙江、广东、云南、福建、重庆、江西等地。

袁光明说，他最早是在1998年引种苹果
的，可种了几年后，树上只稀稀拉拉结了几
个难吃的“苦果”，家人、朋友劝他“砍了改种
其他作物”。

可袁光明天生不服输， 他买来苹果种植
方面的书勤学苦钻，到陕西洛川、山西临猗学
习种植技术，在实践中摸索。花了10多年，他
终于在果树培植、修剪、嫁接、病虫害防治等
方面，掌握了一套科学方法。他种的50亩南方
苹果，今年产量可达5000多公斤，每公斤售价
20元左右。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982517
1 4045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19
603
7416

11
27
237

258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315
87296

432
277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7月13日 第20160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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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4 2011 14 18 21 22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7月 13日

第 2016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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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 1040 1034800

组选三 934 346 323164
组选六 0 173 0

0 99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贺威 陈青青
通讯员 王威群）7月6日， 双峰县走马街镇王
福亭村，50米长的娄衡高速万福亭大桥正在
进行路面施工。记者登高北望，近处娄双大道
路基初见雏形，远处娄衡高速南北舒展，建设
场面蔚为壮观。

“娄衡高速三分之一线路在双峰，目前
进展迅速，年底将通车。”在现场负责的双
峰县交通局王金龙告诉记者。 这条高速是
双峰县境内第三条高速。高速大进大出，与
国、省道阡陌相连，正是双峰大力发展文化
旅游，优先提升交通基础的重要举措。

双峰文化底蕴、 资源丰厚， 有“名人故

里”、“女杰之乡”、“院士之乡和书画之乡”的
美誉。曾国藩故居被评定为国家4A旅游景区，
境内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纪念馆
等人文景点， 发展旅游资源优势明显。“十二
五”期间，双峰县在已建成通车潭邵高速的基
础上，又建成了娄怀高速双峰段，加紧建设娄
衡高速，并启动G60沪昆高速醴陵至娄底段复
线建设项目前期工作， 形成了东西南北都有
高速通道的大交通格局。

同时，双峰的国、省道建设再掀高潮，改造
完成了S209娄底南至太平寺公路，S210涟源
光田湾至潭邵高速双峰联络线公路，S210锁石
至界首上公路，S336香铺坳至棋梓桥公路。双

峰连接娄底、涟源、湘乡、邵东等周边地区的通
道更加快捷方便。 目前，S314线已完成大部分
线路拓宽改造，从双峰县城通往曾国藩故居的
旅游将变得更加安全、舒适。

随着双峰的交通优势不断显现， 全县呈
现出旅游业不断升温的喜人局面。 今年1至6
月，全县接待游客349万人次，同比增长25%；
实现旅游收入30亿元，同比增长25%。

连通大路迎客来双峰双峰
今年1至6月，该县接待游客人次、实现旅游收入均同比增长25%

� � � �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唐耀东 潘芳 罗彦）通向村里道路两旁的
桂花树、香樟树碧绿葱茏，一栋栋农家小院有
序排列，整洁卫生；潇湘河边垂柳下，几名老
者在悠闲垂钓；连片的葡萄园和蔬菜地里，游
客和菜农们一起在兴致盎然地采摘着葡萄和
蔬菜……这是记者今天在双牌县泷泊镇有名
的水果蔬菜村良村见到的景象。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走进林业大
县双牌县，一个个处处好生态、村村有特色、
季季有亮点的美丽乡村， 让当年陶渊明提到

的田园生活变得更加丰富立体，触手可及。
双牌县在推进美丽乡村过程中，因地制

宜，突出绿色环保、生态富民理念，围绕特色
做文章，创新推动“一村一品”，通过产业推
动、旅游开发、文化促进等多条途径，先后建
成了银杏村、羊肉村、茶叶村、杨梅村、草莓
村、葡萄村、生姜村、楠竹村、百香果村、雪莲
果村、猕猴桃村等一批特色美丽乡村。这些
村依托特色产业打响了特色品牌，不仅村庄
变美了，老百姓也跟着富了起来。每当花果
飘香、作物当季之时，就有大批城里人驱车

前往这些特色村看花品果、尝鲜会友、放松
休闲。

盛夏7月，来到茶林镇桐子坳，这个近年
来被众多网友称为“秋天最美丽村庄”的银杏
村，近年来村民们在300棵古银杏旁种植了数
百亩马鞭草紫色花海，每天吸引了上万游客。
夏天看花，秋天赏叶，桐子坳已成为最具特色
的美丽乡村品牌。

据县旅游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县乡
村旅游人数达50万人次； 乡村旅游综合收入
近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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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该县乡村旅游人数达5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