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李苗
裴昌胜）今天，长沙市第一届青年农场主培训班在城区
开班，来自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的208名青年农场
主，“洗脚上岸”，重新“入学”，接受大学教授、研究专
家、行业翘楚们为期7天的专业培训，为破解“谁来种
地、怎样种好地”的难题“充电、加油”。

此次培训由长沙市农委和湖南农业大学农村管理
干部学院等联合主办， 培训内容主要涉及农业企业经
营管理、互联网+农业、农村金融与信贷、生态农业发
展等课题。 为对接现代化农业主题， 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课程突出了知识“对味”、专业对口、技术对接。
湖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周清明就粮食安全讲授了第一
堂课。

长沙首届
青年农场主培训班开班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艾哲 姜有元

12月1日，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这
天， 我国首部关注患艾滋病儿童的故事
片《爱你的人》在全国数千家院线公映。

11月29日，《爱你的人》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了首映式。据报道，现场出现
千人哽咽的感人场面。大家称赞，这是一
部关注现实、 体现艺术家社会责任和良
知的感人之作。电影编剧、制片和出品人
是邵阳籍人士邓星光， 他说：“为了这部
电影，我6年付出，无怨无悔。”

走近艾滋患儿
邓星光出生于1964年，从部队转业

后到江苏打拼， 长期从事文化产业。
2010年初，他编剧、出品第一部电影《河
长》（环保题材）时，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
故事：大一女生杜鹃（化名）遭性侵后，疑
似感染艾滋病毒，受到同学歧视和疏远，
不得不离开大学，杳无音信。

邓星光决定追寻杜鹃的下落。 他通

过杜鹃家人、同学等，历尽艰险，终于找到
了在山区一所艾滋学校支教的杜鹃。

通过杜鹃， 邓星光第一次接触到艾滋
病儿童。一个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一位位无
辜又无助的艾滋患儿， 强烈震撼着邓星光
的心。在学校待了一段时间后，邓星光了解
了艾滋学校及其创办人浩宇（化名）的事，
也了解了艾滋患儿渴望被爱、 渴望读书的
愿望，决定把杜鹃、浩宇和学校一群孩子的
故事搬上银幕，让更多的人关注、关心、关
爱艾滋患儿。

情系苦难孩子
说干就干。经3个多月收集、整理素材

和潜心创作， 邓星光完成了电影剧本第一
稿《格桑花开》，并申报立项。2010年5月，
获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局颁发的电影拍摄
许可证。

在创作上精益求精的邓星光， 对第一
稿不太满意， 他决定再次走进艾滋患儿的
生活。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再到河南、
山西和安徽， 他走遍了数十个城市的艾滋
病机构， 详实了解艾滋患儿的内心世界和

心路历程。 从广西柳州与狗相依为命的阿
龙到失学在家的大凉山女孩吉克阿呷，从
临汾红丝带学校到阜阳艾滋儿童之家，一
个个历经苦难的孩子让邓星光揪心长叹，
夜不能寐。

唤起全球关注
经不断修改和完善， 邓星光创作的第

二稿《杜鹃花之恋》终于完成。
2013年底，邓星光收到第一部电影《河

长》的部分版权收入。有了这笔收入，他对电
影《杜鹃花之恋》的拍摄有了新的动力。

2014年6月1日，电影终于开拍，著名
演员郑昊、青年演员张墨锡担纲主演，青年
导演谢云鹏，杜昌博执导。去年9月，电影
完成拍摄制作。公映前，电影更名为《爱你
的人》。

电影拍摄完成后， 邓星光携相关主创
人员到创作剧本、拍摄电影的地方回访，了
解电影原型的新情况， 为他们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邓星光还组织主创团队到上海、
广州、重庆等地及马来西亚等国，开展数百
场路演和点映活动，每次都获得巨大反响，

现场常常哭声一片、掌声雷动。
电影制作宣传之行， 就是邓星光关注

艾滋患儿的爱心之旅。今年6月1日，邓星
光一行来到宁乡县流沙河镇，探望11岁的
艾滋病女孩莎莎（化名），为她送上慰问金
和精美礼品，陪同她过“六一”儿童节，并联
系红丝带学校，为莎莎学习解决后顾之忧。

邓星光还积极发动全社会人员关注帮
助艾滋患儿， 在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
会支持下， 发起成立了全球首个艾滋儿童
救助专项基金，并向社会承诺，将电影部分
票房收入捐给该基金。

邓星光表示，接下来，他将带领电影主
创成员，到东南亚及非洲、欧洲、北美洲、南
美洲等地巡回宣传其影片， 让各国人民都
来关注、关心、关爱艾滋患儿，为他们撑起
一片蓝天。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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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周蓉荣）12月1日， 中国
复明扶贫流动眼科手术车新“复明10号”湖
南站活动在常德启动。据了解，该手术车将
从常德出发，开进湖南的每个市州，每年将
免费完成2000例左右的白内障手术。

湖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段国平介
绍，我省目前约有视力残疾近70万人，其中
白内障患者约18.3万人，每年新增白内障致
盲达2万人，而这些人大多居住在贫困边远
地区。2005年，亚洲防盲基金会曾捐赠我省
一台“复明10号”手术车。近10年来，省人民
医院眼科专家随车走遍三湘四水， 在车上
施行手术约2万例，为湖南贫困白内障患者
带去光明，让他们重新回归家庭和社会。

今年7月， 由叶氏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亚洲防盲基金会捐赠给湖南省一台
新的流动眼科手术车“复明10号”。捐赠的
手术车连同眼科手术仪器约260余万元。
该车配备独立手术室，将代替之前的手术
车，继续踏上潇湘大地的爱心复明征途。

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唐建明介绍，目
前常德已筛查出达到手术指征的白内障
患者237人，随车医生将在2周时间内完成
手术。随后，手术车将开往湖南其他市州，
每年将完成2000例左右的白内障手术。

大爱编织暖人“红丝带”
———邓星光和他关注患艾滋病儿童的主题电影

旧防盲车“退役”，
新“复明10号”驶来
每年可为2000人带来光明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通讯员 赵兴国 刘福华
记者 邹靖方）11月29日， 随着最后一个流动早餐摊点
撤离，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40所校园周边400米范围内
的流动摊点全部清零， 彻底杜绝了全区校园周边违规
销售“三无”食品的问题。

校园周边的食品安全历来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
和难点。为彻底整治这一难点问题，永州市金洞管理区
由食安办牵头，组织食品药监、卫计、教育、工商、公安等
相关部门建立分片包干制度，实行错时监管，全面核查
食品经营者、餐饮服务单位等经营主体资格，严格准入
制度，对不符合经营条件的经营主体，坚决查处；对学校
周边400米范围外的商品销售点建立产品信息核查和
食品原料进货检查验收等制度。

校园周边400米范围内
流动摊点全部“清零”
金洞管理区保障学生食品安全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2月 1日

第 2016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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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 1040 660400

组选三 650 346 224900
组选六 0 173 0

2 4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2月1日 第2016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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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2524744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0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186439
3 26303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55
61413

1193527
8594596

46
2573
49335
341767

3000
200
10
5

1513 17 21 2415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余韧铎
乔梦平）“电器起火莫要急，先把电源来关闭，安全逃生
是第一！”千余名学生的呼喊声回荡在湖南“社区消防
舞台剧”巡演现场。近日，由省消防总队联合湖南卫视
金鹰卡通频道旗下团队制作的全省首部社区消防舞台
剧《红色铁皮人》先后在湘潭、株洲展开3场巡演。

消防舞台剧《红色铁皮人》是湖南针对社区消防安
全创作的首部消防舞台文化精品。 该剧打破传统的说
教式、灌输式宣传教育模式，充分发挥湖南明星志愿消
防队员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巧妙地植入了安全逃生方
法、正确的灭火技能等消防知识元素，贯以生动形象的
演绎，最大限度地增强消防宣传教育的亲和力、传播力
和渗透力。11月9日当天，舞台剧《红色铁皮人》在长沙
首演成功，得到现场观众、业内专家以及腾讯网络直播
100万名在线网友的广泛好评。

下一步，湖南社区消防舞台剧巡演队将赴益阳、常
德、张家界、湘西、邵阳、永州、郴州、岳阳、衡阳等地继
续巡演。

湖南“社区消防舞台剧”
全省巡演

12月1日晚，吉首市马颈坳镇东方红湘西住宅产业化园区内，湖南东方红住宅工业有限公司的工人在浇
筑装配式建筑PC件。东方红公司响应“精准扶贫”号召，引入装配式建筑整体技术，将住宅产业化应用到移民
安置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中，并推出一整套专门用于易地扶贫开发建设，为湘西地区少数民族量身定做，具有浓
郁武陵风情的中国风装配式住宅建筑群模型。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陈生真 摄影报道

住宅产业
精准扶贫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陶芳芳 周密）昨天，长沙市
天心区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至此，该区4大家换届
工作全部完成。据了解，该区为实现换届零违纪、零事
故、零差错目标，多措并举，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
换届期间未发现违反换届纪律的事件，与会代表、委员
对这次换届风气好评率达到100%。

为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天心区先后召开有关换届
风气的会议20余次。区委书记朱东铁履行第一责任人
职责，并层层压实责任。同时，层层把关、多方筛选，将
最能代表群众的代表、委员选出来。凡是没有党组织推
荐意见的，不符合身份要求或隐瞒身份的，非公综合评
价、联合审查评级不高、信用不好的，推荐提名期间接
到相关信访举报并经查实的，一律排除在外。推荐提名
过程中，全区有53名代表、委员被要求重推。

这次区两会期间，天心区还抽调56名纪检干部驻
团（组）监督。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建立电
话、信访、网络邮箱等举报平台，派人24小时值守。

设纪律高压线
确保“两会”风清气正

天
心
区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张雪珊
蒋迪飍 赵绍君）“这次换届风清气正， 尤其在加强换
届选举监督防控中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及工
作责任，与以往相比，体现了更严要求、更高标准。”11
月底， 邵阳市双清区两会先后闭幕， 换届选举顺利完
成，与会代表、委员纷纷给予赞扬。

为保证换届选举风清气正，今年9月，双清区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在全省率先研究、制订了“人大换届选
举监督防控宣教引导机制”，并规定政府、政协换届参
照该机制执行。

同时，双清区分层次组织开展党委中心组学习、党
员干部学习，教育党员干部2000余人次、代表委员500
余人次。并注重强化警示教育。区纪检监察部门约谈、
面谈200余人次，督促提醒260余单位次。向80余个单
位发放了专题警示教育光碟，开展专题警示教育20余
场次。还成立换届督导工作领导小组，对换届选举风气
进行现场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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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监督防控
政纪严明促换届清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