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3月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郑万生）3月8日， 记者跟随永州
市文物考古专家杨宗君， 前往江华瑶族
自治县沱江镇竹元寨村回山脚下， 探访
近日发现的“道州江华县阳华岩图”摩崖
图刻。杨宗君介绍，此类图刻在全国不多
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记者看到，“道州江华县阳华岩图”摩

崖图刻有明确的雕刻时间———南宋绍兴丙
子年(1156年)，由右从政郎、江华县令安珪
作序并立石、豫章罗煜书。摩崖图刻高93厘
米、宽113厘米。上部为篆体图题。中部为阳
华岩地理形势图，羊肠山道、亭台楼阁、小
桥流水、 台阶护栏等， 无不描绘得形象生
动。 下部为楷书图序，共44行，每行15字。

序文描写了阳华岩之美：“上有回山

而面南，下有大岩而当阳，岩高且明，洞
高气爽。 其中石巉然可怪，多不能入画。
泉流之清，莹然秀澈，玉潄泠泠之声，与
地籁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前有浮
岚阁，后有朝彻亭，次有仙田，高下数顷，
长虹架水，萦绕如带。 由外而入，宛若壶
中， 飘飘然忘轩冕之累， 浩浩然有棹之
志，信乎人间别有天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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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9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梦湖 李川 ） 3月上
旬， 记者走进郴州市苏仙区工业集中区
东江清水鱼生产车间， 员工们正忙着把
小鱼装包、 压包、 分类打包。 公司负责
人介绍， 企业从落户到建设、 投产， 享
受园区保姆式服务； 今年订单源源不
断， 需扩大生产， 园区又帮他们很快解
决标准厂房租赁问题， 新生产线即将投
产。

在郴州市全力打造湖南新增长极进
程中， 苏仙区奋勇当先， 紧紧抓住项目
建设这个“牛鼻子” 不放松。 今年， 该
区共安排重点项目建设168个， 总投资
427.3亿元， 年计划完成投资93亿元。
据了解， 苏仙区工业集中区成立了专门
的企业服务部， 对落户项目办理环评以
及林业、 国土、 规划等方面手续提供全
程代办服务， 保障项目顺利落地生根。
下个月， 将有10个项目建成投产。

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苏仙区按照
“应简必简， 能放尽放， 路径最短， 服
务最优” 的原则， 制定出台了促进投资
项目手续办理提速提效实施意见， 通过
取消非法定审批事项、 合并压缩审批环
节、 精简规范项目前置审批条件等， 进
一步缩短审批时间， 使项目早落户、 早
开工、 早投产。 同时， 对所有重点项目
提供“一对一” 保姆式服务。 对新投资
项目， 由专门代办员全程代办各环节审

批手续。 对在建项目， 做好水、 电、 路
等配套设施建设， 及时帮助解决施工中
遇到的各项难题。

今年来， 苏仙区先后召开项目集中
审批会、 项目建设集中调度会7场次，
代办各类审批手续120多件， 解决各类
问题160多个。 到3月初， 飞天山旅游文
化产业园、 郴州烟厂异地技改、 王仙岭
生态旅游度假区等重点项目， 提前完成
了一季度投资量。

� � � �湖南日报3月9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2月底， 衡阳县
板市乡民康村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工地，
县水利局技术人员现场指导， 施工人员
担砂石、 拌混凝土、 砌渠道， 正利用晴
好天气抓紧维修灌渠。

民康村地处衡阳县斜坡堰水库尾灌
区，村里灌渠年久失修，漏水严重，基本
丧失灌溉功能。去年冬天，该村灌溉维修
被列为县“小农水”重点项目之一。 为赶
在今年春耕前将灌渠维修好， 施工人员
加班加点，不仅要将灌渠修缮一新，还将

在渠道上增加许多配套设施。
大兴“小农水” 是去冬今春衡阳县

水利建设的重头戏。 据了解， 全县“小
农水” 重点项目涉及杉桥镇、 集兵镇、
板市乡等3个乡镇的18个村， 总投资
1973.14万元。 项目在群众自愿、 自主
决策、 严格按程序办事的前提下， 按照
“注重实效、 因地制宜、 服务新农村建
设、 整体规划” 的原则， 共清淤衬砌灌
溉渠道115条52.4公里， 整修山塘130
口， 新建、 改造泵站23处， 新增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1120亩。

在“小农水” 项目建设中， 衡阳县
建立健全工程运行和管护长效机制。 在
项目所在村组， 制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运行管护体制机制改革方案， 帮助项目
区建立农民用水协会等， 并选派3至5名
群众代表全程参与工程质量监督， 将每
一条沟渠、 每一处涵闸、 每一个泵
站管理落实到人。 施工方严格按照
“灌排结合， 旱能灌、 涝能排， 水
能顺畅进田， 机械能便捷下田” 的
总体要求， 高标准抓好项目建设，
确保施工质量。 湖南长坤建设有限

公司“小农水” 项目负责人周克立告诉
记者， 目前， 他们负责的项目进入扫尾
阶段， 8万多米渠道维修、 2000多米节
水灌溉主管道铺设已完成， 1000多米
支管道工程正抓紧施工， 确保3月底前
全部完工， 在春耕生产前投入使用。

“最美媳妇”感动雷锋故里
湖南日报3月9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谢添） 昨天

上午， 长沙市望城区雷锋大剧院里满是娇艳的鲜花、 热烈
的掌声、 感动的泪水， “雷锋故里好儿媳 文明家庭颂千
里” 望城区庆“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暨“最美媳妇” 表
彰大会在这里举行， 雷锋故里好妻子、 好儿媳们的故事令
全场为之动容。 该区发起了“巧、 孝、 贤、 廉、 能媳妇
（内助）” 评选活动， 经过典型推荐、 候选初审、 投票评选
等环节， 24名女性脱颖而出。

桂阳农技干部定责助春耕
湖南日报3月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夏太鹏 胡

蓉） 3月9日， 桂阳县太和镇榜山村种粮大户何银宝的水稻
育秧机示范点， 该县农业局农技站站长谢鼎超带着2名农
技人员， 在进行技术指导。 今春以来， 该县组织200名农
技人员以“包村联户” 形式， 深入田间地头、 农家院落，
为春耕生产、 养殖业发展等提供科技与政策服务。 目前，
该县已开展农业技术服务1万余人次； 县、 乡两级共举办
各类技术培训31期， 培训基层农技人员、 科技示范户等
3000多人。

湘阴文化志愿服务惠民众
湖南日报3月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虢

玉洁） 舞龙灯， 打腰鼓， 唱民谣……3月8日， 湘阴县新泉
镇西林港社区居民载歌载舞， 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湘阴
县将3月份定为“我是雷锋家乡人， 湖湘文化送春风” 志
愿服务活动月， 组织文化志愿者走进千家万户。 志愿服务
活动负责人胡智告诉记者， 去年以来， 他们开展了20多项
主题活动， 培育发展社会体育舞蹈指导员100多名， 完成
公益电影放映4800多场， 送戏下乡100余场。

宁乡罘罳山上植树忙
湖南日报3月9日讯 （李曼斯 王谨婷） 今天， 宁乡县

“聚力绿色扶贫 倡树文明新风” 大型公益植树活动在流沙
河镇罘罳峰景区举行。 来自宁乡县人武部的120名民兵、
湖南建工集团团委组织的50名青年代表及群众代表等共
500多人参与活动。 在罘罳峰上栽树， 是为建设罘罳峰景
区， 通过扶持旅游项目来帮助村民实现脱贫。 半天的植树
活动， 共栽种香樟、 桂花、 茶花、 红叶石楠等4000棵， 为
罘罳峰景区增添了一道道绿色风景线。

泸溪职中近3年就业率100%
� � � �
� � � �湖南日报3月9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向晓玲 张建
辉） “感谢泸溪职中的培养， 让我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
为一名公司老总！” 今日， 湖南鼎川建设设计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兰芝高兴地说。 杨兰芝只是该校毕业生成功就业发
家致富的一个代表。 据介绍， 近3年， 该校先后向各方企
业输送毕业生2000多人， 就业率达100%， 学生对口满意
就业率达95%以上， 毕业生人均月工资达4000元以上， 最
高年薪达20万元以上。 该校还完成免费职业技能教育培训
20000多人次， 带动农民创收1.5亿元。

宁远2000名干部下乡支农
湖南日报3月9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骆力军) 3月6

日， 宁远县农业综合开发办主任唐俊林带领机关干部， 来
到保安镇许家村， 帮烟农培土、 施肥。 春节过后， 宁远县
干部纷纷走出机关， 分赴20个乡镇 （街道） 406个行政村，
帮助群众解决春耕生产中遇到的资金短缺、 土地经营及生
产技术等方面难题。 目前， 宁远县已有2000余名干部下到
乡村， 开展培训320余场次， 培训农民技术骨干2万多人
次， 解决生产实际问题3000多个。

� � � � 湖南日报3月9日讯（李寒露 陈阵）3
月9日，记者从湖南文理学院获悉，该校
文史学者梁颂成教授近日在整理地方历
史文献时， 发现一本关于南宋时期洞庭
湖区农民起义领袖钟相、 杨幺的古戏剧
本《杨幺点将》。

据考证， 该剧是明末清初剧作家朱
佐朝剧作《夺秋魁》的一部分，原是北方

昆弋武戏， 后来该剧第16至18出被梆子
戏等演绎为《洞庭湖》，主要讲述爱国将
领岳飞如何奉朝廷之命， 到洞庭湖区剿
灭杨幺义军的故事。 该剧分为4场戏，即
《安营》《点将》《水战》《擒幺》。 直到光绪
年间，还能看到这出戏的文字记载。但此
后，此戏销声匿迹。

据常德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常德

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周星林教授介绍，常德
素有“戏窝子”之称，国家级“非遗”常德高
腔就是在吸收昆曲、江浙小调和沅水流域
师道音乐等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颇具艺
术包容性和地方特色。 此次古戏《杨幺点
将》剧本的发现，说明常德戏剧文化源远
流长，也为研究地方历史人物、开发旅游
文化资源等提供了难得的文献支撑。

溆浦胡家坪村
有了环卫公司

湖南日报3月9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田逾） 3月8日
一大早， 溆浦县深子湖镇胡家坪村
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忙开了， 推
着清运斗车， 挨家挨户收集垃圾。
把满满一袋垃圾送上车， 看着干净
整洁的院落， 村民张春阳高兴地说：

“自从有了环卫公司， 再也不用为垃
圾发愁了。”

胡家坪村是大村， 308省道穿村
而过， 环卫管理一直是个大难题。
近年来， 镇里安排专项资金， 为该
村建立标准化垃圾池40个， 在公共
场所摆放垃圾桶200余个。 可环卫
基础设施完善后， 垃圾处理又成了
新问题。 由于垃圾不能及时处理，
有些村民就地焚烧， 造成新的污染。

为解决这一问题， 2015年4月，
胡家坪村环卫公司应运而生。 3位村
民共同出资， 购置了一批环卫设备，
建立了完善的保洁制度， 并整合相
关项目资金和社会捐资， 优先从村
里招聘7名困难群众组建保洁队伍，
每天按时把村里的垃圾清运到县里
指定的垃圾填埋场。

“借市场之手， 还乡村清洁。”
胡家坪村党支部书记王端瑶介绍，
村里环卫公司运作模式解决了农村
环境卫生管理难题， 受到群众欢迎。
最近， 环卫公司还与周边10余个村
建立了合作关系， 计划通过每人每
年收取20元垃圾处理费的方式筹资，
采购一批新的环卫设备， 一个村组
建一支环卫队伍， 解决农村垃圾处
理难题。

新闻集装苏仙区优服务抓项目建设
一批重点项目提前完成一季度投资量

衡阳县高标准兴修“小农水”
去冬今春投资近2000万元，惠及18个村

常德：古戏《杨幺点将》剧本惊现世间

江华：南宋摩崖图刻 呈现阳华岩美景

黑天鹅
喜添丁
3月9日， 中南大学

新校区天鹅岛， 黑天鹅
妈妈带着宝宝在池塘里
嬉戏。 半月前， 黑天鹅
孵出5只小天鹅宝宝，
使该处的黑天鹅数量达
到了31只。 2011年， 中
南大学从兄弟院校获赠
白天鹅和黑天鹅各一
对， 经过6年的培育，
天鹅家族不断壮大， 目
前数量已达50余只。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创业记
日销售2000多份———

传统曲米鱼成了网上“爆品”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3月9日，祁阳县创业园曲米鱼飘香。
祁阳曲米鱼源于白水镇、肖家村镇一带，秘方腌制、

世代相传，是当地人过年过节、办酒席的压轴菜。 去年，被
列入永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祁阳县下马渡镇泉唐
村村民蒋新平把这道传统佳肴，做成了畅销互联网的“爆
品”。

蒋新平原本有一份安定的工作。 25岁那年，他毅然下
海经商，先后涉足多个行业。 2013年，他决心建厂加工祁
阳曲米鱼，批量生产，投入市场。 得知他的想法，不少人善
意地劝他，千百年来，曲米鱼都是各家各户现做现食，没有
现成的加工设备，保鲜也不易，难成规模。而且曲米鱼偏辣
咸，外地人可能吃不惯。

蒋新平说：“临武鸭等都加工出来了，销得很好，怎么
曲米鱼就不行呢？事在人为。”抱着这个信念，他到湖北、贵
州等多地的特色食品加工企业考察学习。

蒋新平请来专业技术人员，设计生产流水线。 他们没
日没夜讨论，经一年多反复设计、试运行，终于建好了现代

化的曲米鱼生产流水线。
创业之初筹集的400多万元花光了，蒋新平只好四处

借钱，凭着做人的良好信誉，陆续筹集到资金。
如何让天南地北的人喜欢这一美食？ 如何保鲜并保

持原有风味……蒋新平带领大家努力攻关。 创业团队的
邓运亮回忆，蒋新平与大家一道住在厂房里，每个人一身
鱼腥味。 饿了，胡乱扒口饭。 累了，打个盹，又继续攻关。

为掌握适合工厂化生产的鲜鱼腌制时间、温度、调料
配比等参数，蒋新平与大家进行了大半年反复试验，得出
1000多组数据，从中找到了针对不同家鱼、在不同温度等
环境下调料配比、腌制时间等最佳组合参数。 做出的曲米
鱼不添加添加剂，气调包装在0至4摄氏度环境下，可20天
不变颜色、口味。 真空包装，常温下可保质6个月。

为让更多的人接受曲米鱼， 蒋新平先后开发出祁阳
味、孜然味、紫苏味等10多个口味100多种产品，广受欢
迎。 目前，蒋新平等人获得了两项国家专利。

蒋新平先后在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开办旗舰店，拓
展曲米鱼销售渠道。 现在，每天销售2000多份，直接带动
当地300多人就业，发展订单养鱼5000多亩。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3 月 9日

第 2017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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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1040 551200

组选三 476 346 164696
组选六 0 173 0

4 4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3月9日 第2017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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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8068953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7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954368
4 24445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47
74416

1351632
12316010

80
3112
49644
443282

3000
200
10
5

0504 14 27 3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