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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声田 宁奎 李金 郑龙腾

土家山寨，米酒飘香；吊脚楼前，花灯欢舞；
风雨桥上，山歌齐飞。

进入3月，山花陆续绽放，在张家界市永定区
苏木绰代表地王家坪，八方宾客络绎不绝、流连
忘返，淳朴的土家人载歌载舞、热情待客。

“打造永远的苏木绰，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基
地，建成全省乃至全国文化旅游的标杆。”永定区
委书记祝云武表示，将利用苏木绰这块文化旅游
金字招牌，加速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进全域旅
游，撬动精准扶贫。

春风化雨，成就文化惠民
“苏木绰”为土家语，意为“祖源之地”。现在

人们习惯将“苏木绰”代指以石堰坪村、马头溪村
为中心的永定区王家坪镇等土家族人聚居地。这
里有传承千年的土家建筑文化遗产———吊脚楼
群， 有多种历史悠久、 广为传承的土家歌谣、戏
曲、舞蹈、工艺等。

1月26日至30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至正月初
三，湖南卫视等媒体举办5场“直播苏木绰”活动，
生动展现了鸡笼捕鱼、土家榨油、百人打磁粑、舞
动高花灯、毕兹卡相亲会等土家传统习俗，给观
众带来了浓浓的土家年味。

同时，湖南日报连续进行跟踪报道；新湖南、
芒果TV、新浪、网易等网络平台同步推出直播专
题，点击量超过8000万人次；央视国际频道大年
三十连线直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30多

个华语电视节目也进行了重点报道。
如春风化雨，藏在深山的苏木绰誉满天下。
“这是对农村的关怀，对民生的关注，全新尝

试成就了文化惠民。”省社科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中心研究室主任郑自立说，媒体与文化“联姻”，让
养在深闺的文化资源成为大山里的“金凤凰”。

乘势而上，推进精准脱贫
山路弯弯， 通往王家坪的道路虽险窄颠簸，

但自驾车川流不息。 来自武汉的游客李汉林说：
“踏着早春的气息， 只为寻找心驰神往的苏木
绰。”

在王家坪镇石堰坪村54岁的村民全海霞印
象里，今春最忙也最开心，她自制的茶油葛根和
糍粑成了抢手货，每天可收入千元以上。村里79
岁的篾匠鲁力国过去卖竹器要翻山越岭去集市，
现在家门口就可以赚钱了。

王家坪镇党委书记石之见介绍，全镇所有农
家乐红火，特色客栈客人爆满，米酒、腊肉、糍粑
成为游客争相品尝的美食，茶油、刺绣、小背篓等
土特产供不应求。立春一个月以来，王家坪镇已
接待中外游客15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000余万元，上万贫困群众享受到“旅游红利”。

精准扶贫，乘势而上。2月4日，张家界市委常
委会研究决定，支持永定区修建一条通往苏木绰
的高等级公路，从市区到王家坪，车程将缩短为1
个小时。

“看到了脱贫的希望，坚定了致富的信心。”
王家坪镇马头溪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全庆根用自

家房子开起农家乐，春节期间接待游客300多名，
尝到了甜头。他说，今年将发展生态种养，扩大接
待规模。

加速发力，建设全域旅游
巍巍天门，造化神奇；汤汤澧水，诗柔情纤。

作为张家界旅游核心服务区，早在3年前，永定区
就已成为我省旅游产业发展十佳县（区）和第二
轮文化旅游特色经济重点县。区委副书记、区长
朱法栋告诉记者，该区在2015年提出加快建设文
化旅游特色经济强区， 一直在探索寻找突破口、
提升品牌影响力，“苏木绰已成为建设全域旅游
的发力点”。

湖南师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万丹认为，建设
以“锦绣潇湘”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打造“永
远的苏木绰”成为一种新模式。

品牌铸就，效应凸显。永定区今年元宵灯会，
创新性融入苏木绰民俗特色，100多种“非遗”节
目轮番上演， 引来10余万海内外游客集体“狂
欢”。

据统计， 今年1至2月， 永定区共接待游客
196.16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6.79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28%、50%。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李治）
今天，记者从长沙市经信委获悉，该市
国家智能制造中心建设已全面启动，
今后几年这将成为长沙经济发展的一
大中心工作。

为对接“中国制造2025” 国家战
略，建设好国家智能制造中心，今年长
沙市将实施“八大专项行动”，包括智
能制造示范园区建设、 智能制造优势
产业引领、智能制造示范企业建设、高
端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开发、 智能制
造人才引进和培育、 智能制造创新及
服务平台建设、 互联网和制造业深度
融合、军民融合等专项行动。将选择工
程机械、材料、汽车、食品、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等6大优势产业，进行智能化

改造。重点研发具有深度感知、智慧决
策、自动执行功能的工业机器人、增材
制造高档数控机床等智能制造装备及
生产线，突破新型传感器、智能测量仪
表、 工业控制系统等智能核心装置工
程化和产业化，加快工程机械、航空航
天、汽车、电子等产业生产设备的智能
化改造，统筹布局推动智能交通工具、
智能工程机械、服务机器人、智能家电
等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打造智能化
产业承载、产业智能化服务、智能企业
孵化、智能制造技术合作交流、高端智
能装备“走出去”战略合作、智能制造
成果中介等6大平台。 围绕北斗导航、
无人机、高端芯片等重点产业，打造军
民融合技术、产业、人才聚集高地。

湖南日报3月2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林松 饶凯 张启迪 )昨天，常德市第一季度重点
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临澧县修梅镇举行，包
括安慈（安乡至慈利）高速公路在内的77个项目
同时开工，总投资逾293亿元，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93亿元。
这次开工的安慈高速公路是我省规划的

“七纵九横三环”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连
接杭瑞高速、二广高速、常张高速，主线全长
121.14公里，其中常德境内98.63公里，途经常

德市安乡县、津市、澧县、临澧县、石门县和张
家界市慈利县。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修
建，设计时速100公里，概算投资102.5亿元，建设
期3年。

据悉，此次集中开工仪式除在临澧修梅设主会
场外，还在武陵社会福利中心、鼎城蒿子港千吨级
码头、桃花源金水街、汉寿纬十九路、津市市体育馆
等13个项目建设现场设置了分会场。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赵顺涛 李江）2月27日，怀化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第三次
全体会议上，通过了《怀化市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职
守则》和《怀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职管理制度》。这
标志着市人大常委会将给其组成人员
依法履职戴上“紧箍咒”。

《履职守则》共14条，对政治规矩、
法律要求、知识储备、工作纪律、调查
研究、审议发言、活动参与、联系群众、
廉洁自律等作了详细规定。 针对有些
委员出席会议审议不言不语、 常委会
组织开展活动借故不参加、 不主动为

人民群众鼓与呼办实事、 审议发言时
只讲好话生怕得罪人等情况，《依法履
职》 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严格执行会
议请假制度， 积极参加常委会组织开
展的视察、执法检查、专题调研和特定
问题调查等活动， 每次常委会会议上
做审议发言。

《依法履职》还要求常委会组成人
员在每年1月底前，向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提交上年度依法履职情况书面
报告，包括学习情况、出勤情况、参加
活动情况、依法履职情况、联系代表和
群众情况等。 对一年内未经批准两次
不出席常委会会议和活动的， 将依法
责成其辞去常委会组成人员职务。

打造“永远的苏木绰” 推进国家智能制造中心建设

长沙实施八大专项行动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骆力军 欧阳静

3月2日一大早，宁远县五龙山瑶
族乡五龙山完全小学100多名师生，
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学校。但今天，他
们是来送别王中云老师的。

2月27日上午第一节课，48岁的
王中云来到教室， 为二年级学生上
了一堂声情并茂的语文课《雷锋叔
叔，你在哪里》。学生盘思蓉说：“王
老师朗读时流下了热泪， 给我们讲
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下课后， 王中云回到教学楼后面
的综合楼二楼，开始备课。

第二节课后课间操， 平时总提
前来到操场上整理班级队形的王中
云， 这次没有来。 同事们在课间操
后，来到综合楼二楼，发现王中云瘫
倒在椅子上，脸色发白。

与学校一墙之隔的五龙山乡卫生
院的医生迅速赶来，这时，王中云的心
脏已停止跳动。办公桌上，摆放着未写
完的备课本。王中云的手里，还紧握着
一支磨得发亮的钢笔。

王中云的同事何顺贵介绍，去年3
月，王中云检查出患冠心病，脚也有些
问题，医生建议他立即住院治疗。可他
担任班主任， 兼任小学五年级的科学
课。大瑶山师资少，思前想后，王中云
选择坚守岗位。去年9月，王中云被评
为宁远县优秀班主任。

六年级学生邓慧灵悲痛地说：“王
老师脸上总挂着笑容， 待我们像自己
的孩子一样。我们舍不得他！”

王中云教过的学生王汝金、 王汝
银闻讯，赶来送恩师最后一程。王汝金

回忆，他们兄弟俩父亲去世早，眼看就
要辍学，王中云急忙赶到他家，帮他俩
交了学费，让他们完成了学业。

王中云的妻子何水兰在老家务
农，家里不宽裕。这些年，王中云先后
为200多名瑶族学生垫付费用2万多
元。在他帮助过的学生中，黄叶萍、王
忠生、李阳宁等20多人考上了大学。

五龙山完全小学校长冯正尧介
绍：“王中云老师教学、 杂工， 什么都
干，是我们学校公认的优秀教师。”

宁远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李学勤
告诉记者，县教育局党委决定，在全县
广大教师中开展向王中云老师学习的
活动。

他在备课时离去……

� � � � 2013 年 3 月21日， 王中云老师
在期中考试表彰会上发言。（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常德77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湖南日报3月2日讯（金慧）今天，长沙市重点
会展引进项目对接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吸引首都会展公司、商协会等100余家单位参加，
现场签约引进重点会展项目13个，预计总展览面
积达60万平方米。

据了解，此次签约项目包括2017中国（湖南）
非洲地方政府产业合作对接会暨中非农业博览
会、全国制药机械博览会、中国零售业博览会、全

国高教仪器设备展示会、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
备技术交易会、中国国际空间信息应用暨产业发
展博览会等9个展览项目，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
会第十六届学术会议、2017全国汽车物流行业年
会、中国国际智能制造高峰论坛3个会议论坛，以
及体育赛事项目湘江龙舟赛， 将分别于2017、
2018年在长沙举办。

“长沙会展业发展很快，潜力很大。”中国会

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永江说，长沙经
济实力雄厚， 具备会展跨越式发展的经济基础。
此外，长沙在现代化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建设、展
馆配套建设、文化产业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给
会展业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

据了解，随着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用，长
沙形成了“1+3”会展场馆格局，即长沙国际会展中
心以及湖南国际会展中心、湖南省展览馆、长沙红
星国际会展中心，为长沙“打造中部会展高地，形
成千亿级产业”提供了硬件基础。同时，长沙先后
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推动会展业从展览向会议、节
庆拓展，从单纯会展活动向会展产业链延伸。

怀化市人大勤念“紧箍咒”

常委会组成人员每年须交履职报告

长沙在京签约13个重点会展项目
总展览面积将达60万平方米

� � � � 1月26日，张家界市永定区王家坪镇，直播苏木绰开幕。（资料照片） 文国友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3月 2日

第 2017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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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1040 413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128 173 368144

7 4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3月2日 第2017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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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9352953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2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107050
4 19419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26
62935

1299629
9143423

32
2543
48229
334802

3000
200
10
5

1321 26 29 3125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南征北战，全线出击！3月1日，洞庭湖春季禁渔首
日，岳阳市组织县（市、区）渔政局（站）长及一线渔政
干部50余人，出动21艘执法船，在管辖水域开展交叉
巡航及督查。

8时30分，渔政执法人员兵分两路，从岳阳渔都
码头起航。第一督查组由岳阳市渔政站站长田名光率
领，往南巡查洞庭湖、湘江水域；第二督查组由市渔政
站党支部书记卢益卫带队， 向北驶向长江湖南段。岳
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派出两路人马参战。田名光说：“沿
江湖渔政站分成4大块交叉巡航， 力求实现管辖水域
全覆盖。”

冷风拂面，浊浪排空。第二督查组出洞庭、上长
江，卢益卫老当益壮，坐在冲锋舟前座，眼睛紧盯着江
面。绿得醉人的江面、时而掠过江天的候鸟，让随行的
江豚保护志愿者张小章心潮澎湃。

9时许，长江广兴洲江段，君山区渔政执法快艇破
浪前行，一路播放“春禁”通告。区农业局副局长赵训文

说：“巡航情况良好。”卢益卫叮嘱：“后续监督要坚持。”
“快看，江豚！”9时20分，第一督查组从洞庭湖扁

山南水域传来好消息：一个江豚家族在“围猎”鱼虾。
几乎同时，华容县水产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贺宜文
用对讲机传来佳音：“长江集成垸江段发现2头江豚，
这在近年属首次！”

9时30分，第一督查组至鹿角纸厂水域，发现有
渔民在捕鱼。田名光带领干部上前制止，打电话叫当
地渔政前来执法。一刻钟后，岳阳县渔政局局长陈君
辉、副局长李锋带队赶来处置。经了解，违禁捕捞者系
县里渔民张某、霍某。向南至汨罗市高台码头水域，大
家又见到了江豚。江豚协会志愿者徐沐辉将江豚视频
发到微信群，跟网友分享。他感慨：“洞庭湖生态环境
开始好转，江豚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

11时许，至湘江湘阴段水域。汨罗市渔政站党支
部书记周新科、湘阴县渔政站副站长甘坚锋带着渔政
干部王曦南、刘进平正在执法。甘坚锋称：“巡查时发
现了渔民的两艘电鱼船，我们当场销毁了。

中午时分，大家匆匆吃过午餐，又各自分头行动。

岳阳渔政“编队”交叉巡航护渔———

兵发洞庭，剑指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