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吴艳）54年前，毛泽东主席题词“向
雷锋同志学习”。3月5日，来自湘潭大学、
省韶山管理局、韶山武警中队、韶山消防
大队、 韶山学校及韶山各社区的260名
志愿者， 聚集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生平展区前坪，在风雨中宣誓“学习雷锋
精神”。宣誓后，大家冒雨赴各自岗位开
展志愿服务。这次志愿服务设便民服务、
宣教讲解、文明劝导3类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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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7日讯（通讯员 谭德伟
张书乐 记者 周怀立）3月初， 按照株洲
市卫生计生委统一安排， 已在西藏扎囊
县卫生服务中心工作半年的王君辉等3
名女医生返回株洲。谈起这次援藏工作，
王君辉说：“感谢组织给了我们机会，让
我们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据了解， 株洲市卫计委采取培养、提
拔、重用、调整等方式，大力加强女干部、女
医护工作者的培养选拔力度， 优化干部队
伍结构。目前，全市卫计系统干部职工总数

为8231人，其中女性就有5523人，占67%，
女干部成为全市卫计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
力量。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株洲市卫计
委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株洲市卫计系统把培养选拔女干
部、 女医护专家及发展女党员作为加强
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来抓， 加强培
养锻炼，大胆提拔使用。近两年，全系统
选送了19名女干部参加各级干部培训，
选送17名女性医院管理者赴美国、 德国
及香港进行业务培训， 选派36名业务骨

干到县级医院、 乡镇卫生院担任科技特
派员， 选派54名女干部在卫生系统内部
挂职锻炼，派出13名女专家赴四川、西藏
以及非洲塞拉利昂执行医疗援助任务。
在此期间，有72名女干部得到提拔使用，
占提拔总数的61.9%。目前，全系统中层
干部中，女性占64.8%。

一系列有效举措，极大提高了株洲
市卫计系统女干部、女职工的工作积极
性，形成了你追我赶、创先争优的浓厚
氛围。近年来，全系统创全国“巾帼文明

岗”1个、省“芙蓉标兵岗”3个，女干部获
评省、株洲市“三八红旗手”、巾帼标兵、
百岗明星、岗位能手的有35人次。去年，
在省基层医疗机构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
竞赛中， 株洲市卫计委代表队获得团体
第1名，今年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比赛。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周素芳）近日，由常德市
文化馆推出的“文化云·常德”平台正式
上线， 标志着常德市公共文化从此插上
移动互联网的翅膀，进入了云时代。

近年来， 按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的总体要求， 常德市文化馆积极
探索“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整合
培训、活动、非遗、志愿者等各类文化资
源， 运用云计算、 大数据等现代数字技

术，建设一个全方位覆盖、多终端访问、
多通道发布的公共文化云平台， 真正解
决市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知晓率、参
与率低等问题，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努力通过云连接、 云操作和云存储等手
段，将全市各层级文化资源打包上“云”，
让群众共享知识服务、艺术欣赏、文化传
播、虚拟场馆、交流互动等公共文化云应
用， 极大地方便城乡居民享受海量的数
字化资源和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该平台于2月28日10时正式上线，当天
新增用户1500多人，当日访问量达到3万人
次。刚刚上线的“文化云·常德”平台针对本
地群众需求，设置了看演出、上培训、魅力
场馆、互动挑战、为您推荐等栏目，市民足
不出户， 只需关注常德市文化馆微信公众
平台，即可实现网上报名，快速参与培训。

通过该平台， 当天上午10时至10时
30分的半个小时里， 成年人公益培训27
个班名额全部爆满。 该培训分为成年人

培训和未成年人培训（外来务工子女）两
部分，课程涉及音乐、舞蹈、美术、书法、
武术、语言艺术和电脑班。截至目前，未
成年人150个名额也即将满额。

据介绍，“文化云·常德” 平台将进一步
完善全市公共文化数字化服务网络资源，通
过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数字媒体终
端，向广大群众提供丰富、便捷的“一站式”
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全
面提升，更好地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刘小
幸）今天，邵阳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任命
33名新一届市政府组成人员，并对任命及宣誓就职实况进
行了全程电视直播。据悉，这在邵阳市属首次，是扩大民众
知情权、监督权的一次积极尝试。

当天上午，33名拟任新一届邵阳市政府组成人员一一
登台，面对媒体的“长枪短炮”，谈工作思路，作任期承诺，
言简意赅、信心满怀地表达自己的施政意愿。随后，市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拟任人选进行投票表决，由大屏幕同步
显示每位拟任人选的得票情况等。 结果，33名拟任人选全
部顺利当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文密向他们
颁发了任命书。

当天下午， 在邵阳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见证下，新
当选的33名市政府组成人员在领誓人率领下举起右手，面
对电视镜头，向820多万邵阳人民作出“做人民满意的公
仆”的庄严承诺。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通讯员 陈灿 记者 周小雷）今
天，益阳市公安消防支队会同质监、工商等相关部门组成
联合检查组，对全市部分生产、销售消防产品的企业和市
场集散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正式拉开“3·15”消防产品打
假行动序幕。

当日，检查组深入湖南家吉盈泰门业有限公司、益阳海
洋城在建建筑工地、 罗马国际大酒店及多家消防产品经销
门店开展检查。每到一家单位，检查人员都检查了单位的产
品质量是否符合标准，是否为正规厂家生产，是否存在使用
不合格或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情况，是否定期进行检修等，
并当场测试了单位内设置的安全出口疏散标志、 消防应急
灯、消防栓等。对使用假冒伪劣和不合格消防产品的单位，
检查人员依法当场责令限期整改、更换合格产品。

自3月1日以来，益阳市消防、质监、工商部门联合集中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消防产品监督抽查、排查整治和宣传活
动，严把源头防控关。截至3月7日，检查组已发现6家消防
器材销售网点、5个灭火器维修站点存在不同程度的销售、
维修不合格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其中包括干粉灭火
器、应急照明灯、安全出口标志灯和疏散指示标志等假冒
伪劣消防产品562件。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周俊 王玖华
谢辉连 贺迎欢）3月6日，在双峰县“庆祝
三八妇女节暨2016年‘最美系列’表彰大
会”上，锁石镇双辉村陈标志高兴地从县
领导手中接过“最美家庭”奖牌。当天，双
峰县对56名妇女授予了“最美家庭”“最
美母亲”称号，她们成为全县人们钦佩的
“当代女杰”。

双峰县是全省闻名的“女杰之乡”，曾涌
现出全国妇联第一任主席蔡畅、旧民主主义
女革命家秋瑾、女权运动领袖唐群英、中共
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等优秀妇女代
表。近年来，双峰县把关注女性发展、弘扬家
庭文明道德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开展了“五
好文明家庭、两关三心”等系列创建评选活
动，“女杰文化”成为双峰一道独特的风景。

为弘扬正能量，发挥“女杰”在家庭文
化、 社会道德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双
峰县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最美母亲、最美
媳妇、最美丈夫、最美妻子、最美创业”等
“六美”系列活动。涌现出精心服侍残疾婆
婆的好媳妇王戴秀、带领村民创业致富的
贺安香等一批“当代女杰”，她们的典型事
迹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唐明登）20米高、 长1000余米的禾
雀花藤，你见过吗？3月6日，记者在东安县
芦洪市镇祥和村黄塘冲千亩禾雀花走廊
慧山石林中， 见到一株巨型野生禾雀花
古藤。当地林业专家现场测量，这株藤径
粗0.63米、高20余米、长1000余米，藤冠
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藤龄已逾500年。
专家说，这样的禾雀花古藤全国罕见。

古藤所在处层峦叠翠、草木葱茏。走进
林中，粗藤缠绕在树木上，或攀爬在石壁上，
织成了一个巨大的帐篷，遮天蔽日。巨型禾
雀花古藤生长在一个怪石嶙峋的石缝中，
有两根分藤，一根粗如巨龙，一根状如蟒蛇，
一大一小，相互缠绕。古藤一个成年人难以
合抱，根部上方1米处分开两枝，藤身苍郁。

因地处偏僻、无人保护，禾雀花古藤
左边有两枝粗藤被人锯掉了。“这株古藤

如果不加以保护，说不定哪天就消失。”同
行的植物专家李桂林指着被锯掉的古藤
惋惜地说，应呼吁加强对古藤的保护。

据介绍， 禾雀花藤学名白花油麻藤，
是国家二类保护植物， 属“老茎生花”植
物，要有30年藤龄才开花。禾雀花成串状，
长在藤蔓上，每串有二三十朵花，每朵花
像一只小麻雀，头、嘴、翼、尾俱全，神形兼
备，形成万鸟栖枝、一藤成景的壮美景观。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袁光宇

“你光开个店等客上门不行，你得让你老婆管店，自己
买台货车去送货。”日前，邵东一家塑料制品厂的女老板陈
新燕对一位慕名前来学习“生意经”的年轻创业者说。

陈新燕1972年出生在邵阳。1997年， 她和丈夫羊志伟
均从工厂下岗，两人揣着仅有的500元积蓄，到当时民营经
济的热土邵东县城自谋出路。开始摆塑料制品地摊，然后在
邵东塑料制品市场租赁了门面。2015年， 两口子又拥有了
自己的塑料制品厂。每前进一步，陈新燕总忘不了那些帮助
过自己的人。当初摆地摊资金不够时，好心的批发商经常赊
货给他们；开门店时，市场里老经营户手把手教他们如何码
货、发货；自己开厂时，又有人将400平方米的仓库出让给
他们。“没有大家的帮助，我们不会有今天。”陈新燕说。

如今， 陈新燕开设的塑料制品厂日产坐凳2500把、大
口径水桶1200个，成为湖南、湖北、江西、广西、贵州5省区
小有名气的“塑料女皇”。出于对社会的感恩，办厂两年多
来，她将多条宝贵的商业信息告诉他人，累计为他人创造了
上千万元的财富。一次，她在外省拓展市场时，得知贵州缺
建筑用灰桶、广西缺水勺，立即电话告知邵东一家塑料制品
厂的老板， 无意间拯救了这家因货物积压而资金链断裂的
厂子。“生意要大家一起做才长久。”这是陈新燕的口头禅。

陈新燕还在自己开设塑料制品门店时，就用心提携过
10多名投资五金日杂的年轻人。现在，邵阳市各县市区都
有她带出来的“徒弟”。邵阳五金日杂界一些老板也送给她
一个绰号：“塑料女侠。”

2月25日，“塑料女侠” 陈新燕不但将自己生产的坐凳和
水桶赊给那个上门求教的年轻创业者销售，还陪着他来到自
己当初开设门店的邵东塑料制品市场，帮助其砍价、进货。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陈新燕就像古
诗中的燕子一样，一点点衔泥，筑出一个个财富的暖巢。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曾翔 金玲玲）今日，永兴县悦来镇黄
口堰水库扩建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驾
着推土机等有序作业。 该项目总投资2.1亿
元，建成后，库容将由270万立方米提高到
1073万立方米，极大地提升灌区供水能力。

今年， 该县安排重点建设项目100个，
年度计划投资208亿元，同比增长17.5%。其
中新建项目45个，续建项目55个。该县实行
“以项目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的激励导
向，每季度各评选“季度优秀项目”“项目标
兵”3至5名；年终各评选“优秀重点项目”“项

目建设先进单位”10个，先进个人100名等，
分别给予不同层次的奖励。同进，县里采用
立项争资、招商引资、债券融资、PPP融资等
方式，多渠道解决项目资金难题。

截至2月底，全县已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23.1亿元，同比增长14.5%。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李朝晖）近日，湘潭市岳塘区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区宝塔街道福星集
体资产管委会党支部原书记刘碧美受贿
案，当地200多名党员干部旁听，受到一
次生动的廉洁警示教育。

被告人刘碧美任职期间， 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收受他
人所送财物共计70余万元。2015年10
月，岳塘区纪委根据群众举报，对刘碧美
违纪问题予以立案审查。2016年5月，将
刘碧美开除党籍， 并将其涉嫌违法线索
移送岳塘区人民检察院立案调查。 这次
开庭进行了1个多小时审理，刘碧美当庭

认罪，并希望大家以她为戒。
岳塘区将每年3月5日作为全区党风

廉洁建设警示教育日，已坚持5年。区里
一位干部告诉记者：“这次廉洁警示教育
活动，将庭审现场作为课堂，就是要给基
层干部送上一面‘镜子’，使大家明白‘手
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罗中华 刘琼）3月6日，桃江县隆重
表彰20位孝老爱亲标兵，并举行了故事
演讲比赛。近年来，桃江县大力开展“弘
扬孝德文化，创建文明家庭”系列活动。
从去年开始，由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县
文明办联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孝老爱
亲标兵评选活动，共评选出20名孝老爱
亲标兵。这些标兵，有农民、教师、医生、
公务员，也有司法干警、检察官……他们
的故事，展现了人世间的真情厚义，诠释
了爱情的真谛。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范红英 李川）3月6日， 郴州市

“弘扬志愿者精神·为留守儿童送关怀”
启动仪式在该市苏仙区马头岭学校举
行。活动当天，由爱心人士手工编织而成
的137件毛衣， 送到了留守儿童的手上。
去年12月， 郴州启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专项行动，着重加强对无人监护、父母一
方外出另一方无监护能力、失学辍学、无
户籍农村留守儿童等重点对象的干预帮
扶， 力争到今年底将全市所有农村留守
儿童纳入有效监护范围， 有效遏制侵害
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行为。

湖南日报3月7日讯（周俊 肖展发）
今天，双峰县杏子铺镇通讯员老朱，挟着
手包又出门采访去了。今年，他得到了镇
里奖励，写稿的劲头更大了。杏子铺镇重
视通讯员队伍建设， 每年为通讯员征订
《湖南日报》等省、市级报纸、杂志，推荐
参加新闻单位举办的培训班。 出台新闻
报道奖励办法，鼓励通讯员多写稿、写优
稿，去年共发放奖金4万元。通过支持和
鼓励， 杏子铺涌现出一批热爱新闻宣传
的农民通讯员，年龄最大的有81岁。

株洲卫计系统女干部挑大梁
目前，全市卫计系统中层干部中，女性占64.8%

探索“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模式

“文化云·常德”平台正式上线

新闻集装

桃江：
表彰孝老爱亲标兵

郴州：
为留守儿童送关怀

杏子铺镇：
农民通讯员活跃田间

韶山:
志愿者服务献爱心

邵阳首次直播
市政府组成人员任命过程

益阳多部门联合整治消防产品

创业记

陈家“新燕”啄春泥
“塑料女侠”陈新燕乐于传授生意经

双峰有道独特的风景：“女杰文化”

永兴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岳塘区庭审现场“照镜子”

野生禾雀花古藤，一个成年人都难以合抱。 唐明登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3月 7日

第 2017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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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1040 317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48 173 146704

1 3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3月7日 第2017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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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5481600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0
二等奖 38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5346265
13 3372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651
133250
1967759
11301265

123
5130
77520
453252

3000
200
10
5

0810 19 27 3012

妖矫五百岁 幽美世所罕
东安发现巨型野生禾雀花古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