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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吴红艳

“树上鸟儿一对对，河里鸳鸯一双双，黛
勾（阿妹）噢，大红花轿准备好，我要娶你当新
娘……”11月9日，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民杨
再康在厨房里一边唱苗歌，一边烧火煮饭。

今年42岁的杨再康身着一套深蓝色苗
服，穿一双黑色布鞋，煮饭、炒菜，看上去非常
利索。 他家位于寨子的坡顶上，4间大木房连
着一间偏房一字儿排开，200多平方米的青
石板院坝甚是宽敞。

重亲情留缺憾……
“房子宽是宽，还是有缺憾。”老支书杨伍

玉告诉记者，杨再康和他二哥杨再恩都40多
岁的人了，至今都还没娶媳妇。这么大的屋，
就只住着他们两个光棍汉和一个老母亲，白
天还算热闹，晚上冷冷清清。

杨再康幼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用红薯、
包谷粑把他们兄弟3人拉扯大。后来，日子稍
有好转，3兄弟都到了成家的年龄。一家人好
不容易帮大哥娶了媳妇成了家，然而大哥30
多岁不幸病逝，嫂子抛下两个娃娃外出打工，
再也没回来过。

10多年来，为了供侄儿侄女上学，杨再
康一直在宁波等地打工。 二哥杨再恩与母亲
留在家种地，一家人勤勤恳恳，总算熬过了这
段苦日子。 如今， 侄女在隔壁乡镇卫生院上
班，侄儿进了长沙一家大公司。然而，杨再康
和二哥都熬成了老光棍。

脱贫梦业已圆……
2014年，县委驻村扶贫工作队进村开展

精准扶贫， 修路、 改房、 改电……杨再康家
100多年的老木房子整修一新， 泥巴院坝铺
上了青石板，山泉水引到了家里。听说进村的
游客多了，今年初，他从宁波赶回来，在家里
办起了“农家乐”。

得益于家里的木房清爽、院坝宽敞，杨再康
家成了游客吃长桌宴和开展活动的最佳场所，

他开的“农家乐”生意非常红火，月收入近万元。
这一年来，47岁的二哥杨再恩在种好庄

稼的同时，还常常到山上去捡干柴，大捆小捆
地往寨子里挑。不仅满足自家烧，还为寨子里
其他7家“农家乐”提供，每月可赚1000多元。

院子里， 两年前栽的桃树采摘权已全部
销售出去。杨再康初步算了一笔账，按每颗桃
树一年的采摘权300元计算， 他家一年可收
入5000多元。

他们入股的合作社， 猕猴桃明年开始挂
果，2019年每人可分红5000多元。尽管家里有
了一定收入，70多岁的母亲却仍旧高兴不起
来。她说：“日子虽然好起来了，可兄弟两人还
没娶上媳妇，这个家终究不算圆满。”

“脱单梦”尚在做……
“以前也有认识的姑娘，可听说我是十八

洞的，家里负担重，就不愿意来。”杨再康说，
去年底，村里举办相亲会，他专门从宁波请假
赶回来，特意置办了一身新衣服参加活动。

相亲会上，杨再康虽然没有牵手成功，但他
以一首苗歌嗨爆全场。后来，一个城里姑娘得知
如今的十八洞变样了，名气大，进村的游客多，
脱贫摘帽有希望，便答应和他“处朋友”。可相处
了一段时间后，姑娘在村里呆不习惯，便悄然离
去。提及此事，杨再康不禁黯然神伤。

杨再恩常年孤寂。有时很心烦，烦了就抡起
竹竿使劲撵， 撵得公鸡团团转， 赶得山羊咩咩
叫，扰得鱼儿四处窜。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湖南代表团审议时， 又细心询问了十八洞村大
龄未婚青年的“脱单”问题。

苗寨两兄弟何时能“脱单”？
寨子里的人在默默地关注着， 盼着这两兄

弟早日实现“脱单梦”。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周琳慧 张霞）11月9日，记者来到
常德市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柳叶湖旅
游度假区“太阳谷”采访，一栋栋白墙黛瓦
的江南民居映入眼帘， 一条条平坦的柏油
路村村相连。该区在此试点推行“三三制”
基层治理新模式，加快民生工程项目建设，
让山谷变了一个样。

今年来，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以改革思
维突破发展瓶颈，进一步明确“现代新城
区、浪漫柳叶湖”发展主题，深入推进“一
体两极”发展战略，即以创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为主体，以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为
两极，全力打造国内外知名的休闲度假旅
游目的地。

据了解，未来5年，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将着力推进旅游品牌建设、区域项目开发、

民生建设和党的建设“四大工程”。在旅游
品牌建设上，将以欢乐水世界、柳湖沙月、
白鹤镇等景点为依托，大力发展文化创意、
康体养生、学研会展等新型产业；区域项目
开发上，全力保障常德卡乐世界、保利中央
公园等建设。同时，稳步推进完美社区和美
丽乡村建设，健全城乡就业网络；切实加强
干部队伍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目前，柳叶湖旅游度假区重点旅游项
目建设快速推进，常德河街、德国风情街、
锦江酒店、柳叶诗韵、柳毅传书等项目已
投入使用，卡乐世界、保利中央公园、柳叶
风帆、 湘雅常德医院等项目正按计划实
施，大唐司马旅游综合体、常德柳叶湖国
家湿地公园等项目正在抓紧做前期策划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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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县市区新气象

瞄准“一体两极” 实施“四大工程”
常德柳叶湖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晨牧 皮文辉）今天上午，岳阳迎
来了久违的晴天， 环南湖旅游交通三圈迎
来了一批香港游客， 来自香港房角石骑行
协会的10多名代表通过实地感受三圈风
光并体验环湖骑行后， 当场决定将该协会
今年的公益慈善骑行活动定在岳阳南湖。

为把南湖独有的旅游资源优势变成经
济优势，岳阳市南湖新区大力开展“13118
环南湖综合工程”， 精准发力旅游产业，全
力做好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文章。今
年“五一”，环南湖旅游交通三圈建成，全面
向社会开放。 目前， 该区共有旅游项目17
个。占地面积2200亩，以花海观光、探险体
验、 运动拓展等为主的青蛙乐园正在紧张
施工；投资2亿元，占地面积300亩，集花卉
景观、特色民宿、科普教育于一体的龙山花
卉植物园已开工建设， 明年上半年将开园

迎客； 龙山精品酒店长廊及民宿改造项目
也已启动建设。

该区还与东方园林产业集团签订了
全域旅游合作协议， 引进社会资本打造南
湖八景及城市故事水秀项目。 该区和湖南
广电天娱公司合作，通过“洞庭南湖首届全
国高校湖畔挑战赛”“第一届洞庭南湖起鱼
节”“圣安花灯市集”等大型活动，及湖南广
电为南湖量身定制的综艺节目《全能星搭
档》和《南湖芒果音乐嘉年华》，全力打造
“洞庭南湖”生态旅游品牌。

今年，该区通过承办“首届圣安庙会旅
游文化节”“岳阳人物游岳阳”“环湖自行车
赛”“首届岳阳洞庭湖生态旅游文化节”等
10余次大型节会活动，吸引到国内外大量
游客。今年1至10月，来南湖游览观光、休
闲度假的游客大幅增加， 同比增长达45%
以上。

南湖新区“旅游交通三圈”魅力袭人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刘少阳 宁如娟）11月9日11
时45分，邵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
中心收到信息收集员消息，反映市区大安
街人行道上有散落的垃圾，中心当即安排
人员去打扫。12时4分， 系统收到反馈消
息，垃圾已处理完毕。这天，邵阳市数字化
城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该市城管进入数
字化新时代。

据了解，为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邵阳市
投资约3000万元建设数字化城管系统，并于

今年8月通过专家验收。 系统覆盖邵阳市城
区70平方公里范围， 管理对象涵盖市容环
境、园林绿化、交通设施、公用设施及其他设
施等5大类，内容涉及市容环境、宣传广告、施
工管理、突发事件、街面秩序等方面。

邵阳市城管局局长王大松介绍，数字
化城管系统运行，为邵阳市城管提供了一
个更加高效、准确、公开的平台。至10月
底， 系统已试运行5个月， 共交办案件
82155件，办结62855件，办结数比过去明
显增加。

邵阳城管迈入数字化时代

岳阳消防机器人首次亮相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308 1 2 6
排列 5 16308 1 2 6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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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彭哲宇
刘永林）昨天，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内，消防机器
人等一批高精尖“武器”亮相，为岳阳市2016年度消防安全
宣传月启动仪式助兴，引得现场观摩的600多名职工、市民
热情高涨。

活动现场,�除气动起重垫、液压机动泵等设备外，消防机
器人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消防官兵远程遥控操作下，如浓缩版
“坦克车”的消防机器人，深入最危险位置，发射180度旋转水
炮，与消防官兵通力合作，成功将火灾扑灭。岳阳市消防支队
政委廖国庆称，消防机器人还能现场采集危险气体，监测火场
温度，实时传输灾害图像，可提高扑灭火灾的实战能力。

启动仪式上，岳阳市消防支队分别与中石化长岭分公
司、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互换了“橙色通道”计划
协议书。据了解，“橙色通道”将在消防部门和企业之间建
立宣传活动互通、人员培训互动、消防演练互联、友邻企业
互助，开启消防安全宣传新模式。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10日

第 2016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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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 1040 4825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88 173 205524

7 3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1月10日 第2016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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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68779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7
二等奖 35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5063186
15 816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5300
178481
2260294
17063416

213
8192
92143
681255

3000
200
10
5

0708 19 27 2813

� � � �游客与十八洞村村民一起，在杨再康家院前吃长桌宴过苗年。（资料照片） 龙艾青 摄

一对苗家兄弟的“脱单梦”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朱松发 刘建锋）
11月7日， 长沙市某建筑劳务公司的李会计
来到娄底市娄星区地税局办税服务中心，在
窗口办理完外出经营活动申报手续后， 高兴
地对办税人员说：“现在真是方便多了， 在叫

号机领一个号， 就可办理国税和地税所有业
务， 再也不用国税、 地税两个办税厅来回跑
了。联合办税模式真是好！”

为了更好地服务纳税人，娄星区国税、地
税联合办税服务厅从11月初开始运行“一人

一机双系统”办税模式，即一个窗口办税人员
同时拥有国税和地税两系统操作权限，完成对
国税、地税业务的即时操作。此举实现了纳税
人“进一个厅，取一个号，到一个窗，办两家事”
的便民办税服务目标，是国税、地税合作便民
办税提高质效的又一重要举措，有效解决了纳
税人“多头跑、等候久、材料多”等问题。

娄星区联合办税便民高效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陈薇 通讯
员 杨仕凡） 当汉文化的精巧别致相遇苗文
化的粗犷自然，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11月8

日，湖南文创设计大赛宣讲会走进湖南工艺
美术职业学院和湖南农业大学。会上，广大
师生了解了此次活动的相关资讯，交流了参
赛作品的设计思路。

“我准备将苗银和釉下五彩相结合，做
一件女性饰品。”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陶
瓷专业的学生谭颖透露，她的灵感来源于湖
湘文化。同是湖湘文化，在另一位学生王春

瑶眼中则不一样。她说:“湖南人喜辣，性格也火
辣辣，在色彩上也喜欢辣椒红。我想以辣椒造型
和辣椒红为元素，创作一组女性饰品。”

在湖南农大的宣讲会上， 来自浙江工业大
学的老师翟伟民特意前来旁听。他表示，自己的
学生主要学的是家居设计， 作品也会以日常用
品为主。他认为“文创大赛”是个很好的平台，希
望学生借助这个平台，走出自己的路。

文创大赛进行时
“湖湘文化”点亮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