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旗飘田间 服务我来帮

醴陵种植大户
有“田长”来协助管护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李文峰 蔡海丽 刘亮）“现
在，每条河流有‘河长’来管理，我们种植大户的每丘田也
有‘田长’来管护，真是太好啦！”端午节刚过，醴陵市泗汾
镇水稻种植大户陈邦树对如约而来查看水稻病虫防治情
况的醴陵市农业局党员技术指导员充满感激地说。

去年， 醴陵市农业局党组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统一安排部署在党员干部
中广泛开展“党旗飘田间 服务我来帮”主题实践活动，
引导广大党员紧紧围绕农业中心工作，立足本职，服务农
民群众，促进农业发展。目前，市农业局派出党员干部57
名，服务指导39名种植大户，服务水稻面积达4万亩，预计
今年增收在300万元以上。

为搞好此项活动，醴陵市农业局党组采取“三步走”
方式层层推进。即：机关党委率先扶持一家农业企业，由
局党组书记挂帅，亲自为企业设计发展蓝图，促进企业长
远发展；再是由5个党支部分别对接5个农民合作社，由各
党支部书记牵头， 针对不同的合作社采取相应的帮扶措
施，促进合作社发展，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壮大、农民增收
致富；接着，每个党员服务一名种植大户，按照党员各自
所长， 划分不同类别的服务小组， 为每一名党员定岗定
责，一对一帮扶，切实落实“田长”制。

自此以来， 醴陵市种植大户的每丘田都插上了技术
服务帮扶牌，注明田丘名、种植户、品种、农业技术服务专
家以及提供的技术服务类别等。 市农业局全体党员干部
深入田间地头， 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 并积极从技
术、资金、项目等方面入手，帮助服务对象解决农业生产
上的难题，通过全程技术指导服务，确保每片田都有个好
收成。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右手扣在左手
上，将身子稍微前倾……”6月1日，在衡
阳县江山学校汉服国学课上， 学生们身
着传统汉服，听老师讲解相关礼仪。学校
负责人介绍， 学校从去年开设汉服国学
课程，希望以汉服为突破点，让学生了解
服饰背后的传统礼仪和文化。

衡阳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人
物、湖湘文化优秀代表王船山故里。为弘

扬船山思想，近年来，该县开展“船山故
里·国学飘香”系列活动。委托岳麓书社，
出版了《船山选集》精华版，并运用新媒
体平台，推出船山诗稿配乐诵听系列。同
时，开办船山文化大讲坛，开展船山文化
亲子共读活动， 大力推广《船山文化读
本》《示子侄》歌曲及“船山韵律操”；创作
小说《王船山》、歌曲《天地一行人》、散文
《千年伊山》、木雕《夫之吟秋图》、书法册
页《船山记》等作品，点燃了全县“学国

学”的热情。
衡阳县还深入推动“船山文化进校

园”，在中小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开展系
列活动 ,并从2014年起，连续举办了三
届船山文化夏令营。夏令营以“六经传
习·别开生面”为主题，辅导参加夏令营
的中小学生学习《孝经》《诗经》《礼记》
《论语》《老子》《吉祥经》 等6部国学经
典以及礼、乐、棋、书、画、武术等6种国
学技艺，让孩子们了解船山思想与中华

传统文化。
再过2年， 将迎来王船山诞辰400周

年。衡阳县委书记曾秀介绍，该县已正式
启动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筹备工作，
以进一步挖掘其优秀学术思想， 推介国
学经典，传承中华文明。目前，由在京知
名学者牵头， 正筹划成立中国船山研究
中心，加强船山思想文化研究；筹办船山
学术国际高峰论坛， 设立以船山命名的
哲学（社科类）奖项。

黄文斌：
16项发明、专利
成就蔬果大户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梦圆

6月2日，桂东县寨前镇富竹生态
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蔬果基地里，只见
一个个蔬果大棚排列整齐。走进大棚
里，一行行的红提树上，挂满了红提，
黄文斌与妻子正在修剪枝叶。

今年42岁的黄文斌是富竹生态
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曾是一
名普通的在外务工者，靠着微薄收入
养家糊口。几年前返乡创业后，他办
了公司、 成立了生态蔬菜专业合作
社， 还取得了5项发明、11项专利，被
评为“桂东十佳创业青年”。

“2008年我从广东揭阳回乡后，
就决定自己创业。”放下手中的活，黄
文斌介绍他的创业之路。他回到家乡
发现当地蔬菜价格比较高，经打听后
得知桂东的蔬菜多半是从外地调进
来的，所以相对会贵一些。于是，黄文
斌琢磨着从蔬菜种植方面进行创业。

说干就干，黄文斌写了一份报告
递交给当地镇政府，希望发展蔬菜种
植。很快，黄文斌就被安排参加了郴
州市第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回
来后，他就找人合伙，创办了桂东县
山里青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种植反季节辣椒。

“当时由于缺乏技术和经验，蔬
菜批发商觉得我种的辣椒品种太过
单一，采购量不大，造成辣椒大量积
压。”黄文斌回忆道，当年40多万公斤
的辣椒滞销，直接损失达70多万元。

满腔热情虽被浇了一桶凉水，但
黄文斌不气馁，他2011年成立专业合
作社，吸纳农民入社，并潜心开发新
品种，四处拜师学技，刻苦钻研。通过
不断研究，他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难关， 终于取得了西瓜排压、生
姜催芽等11项专利和蔬果种植方面
的5项发明，促使种植方法更加科学，
人工成本也逐步降低， 蔬果种植产
量、质量不断提高。

黄文斌自豪地介绍， 他们的生
姜催芽专利， 可让生姜产量由原来
一亩1000公斤，增加到一亩4000公
斤， 参加合作社的村民们都乐开了
花。为了原生态绿色发展，合作社蔬
果基地里全部用有机肥， 并且都是
人工除草，不用除草农药。正是这样
的绿色无污染产品， 引来了大批游
客采摘。

如今合作社已拥有蔬果基地630
亩，吸纳了110户农户参与，其中有不
少贫困户家庭。为了帮助村民们共同
致富，黄文斌跟合作社相关负责人商
量后， 决定免费给贫困村民送肥料、
种子、种苗等。

“基地规模年年在扩大，我希望
继续带着更多的农户一起脱贫、共同
致富。”黄文斌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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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民生工程
情暖弱势群体
湘潭县今年承担省、 市重点民生实事
28项， 其中一半以上为扶助弱势群体
项目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徐媛媛）“魏
奶奶，我们是来给您检查身体的。”6月2日，家住湘潭县茶
恩寺镇花桥村的魏爱华家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今
年73岁的魏爱华是一名失独老人， 登门服务的是该镇卫
计办工作人员。免费体检，是湘潭县重点民生工程为弱势
群体提供的福利之一。

今年，湘潭县分别承担省、市重点民生实事8件11项、
7件17项，其中扶助弱势群体、解决其社会保障占到了重
点民生实事的一半以上。 除为60周岁以上失独老人免费
上门体检项目，该县还聘请专业服务机构或专业人员每月
为失独家庭提供5小时家政服务。截至5月底，已共计为失
独家庭开展家政服务6500小时， 为他们解决了生产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资助解决农村特困户建房80户，农村危房
改造638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110户，新增养老
服务床位188张，为26171名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购买
意外伤害险，为12000名农村适龄妇女实行“两癌”免费检
查，为6000名城乡孕妇免费提供产前筛查，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25600人。

此外，湘潭县还根据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实际情况，坚
持“精准扶持、分类施策、合力攻坚、绿色发展”的原则，将
贫困移民全部纳入生态补偿脱贫保障。其中丧失劳动能力
的贫困移民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而对于有资源和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移民则利用产业扶持和就业培训，帮助他们
提高收入。目前，该县已经确定57户156人作为特困移民
避险解困对象。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 华容县三封寺镇
莲花堰村25组村民文志松儿子在6月3
日结婚，原计划按传统风俗好好操办一
下。了解到这一情况，镇村干部立即到
文志松家中进行劝导。 经过讲解后，文
志松对镇村开展的移风易俗工作表示
理解和支持，并主动带领村“红白喜事
理事会”的成员，拆除了为儿子结婚搭
设的12个拱棚基座，退掉了准备燃放的
价值5000元的烟花鞭炮。 这是华容县
为红白喜事立规、向陈规陋习“开刀”的

一个成功范例。
针对农村目前婚丧嫁娶大操大

办、讲排场、比阔气的不良风气，华容
县着手开展规范人情宴请和移风易俗
工作。华容县由县纪委牵头组织，采取
建立机构、典型引导等多种措施，打好
移风易俗“组合拳”，引导群众逐步养
成勤俭节约、崇尚文明的生活方式。该
县出台的意见规定， 对红白喜事实行
婚嫁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的“三
办”政策。婚丧事宜从简办理，对规模
和规格严格限制， 亲戚以外的宴席不

超过6桌，每桌总价控制在300元以内，
亲属礼金不超过200元。同时倡导文明
新风尚， 用电子鞭炮代替实物烟花鞭
炮，不做道场等封建迷信活动。

该县抓住农村党员干部这一关键少
数，突出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建立完
善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报告
制度，并以签订承诺书、在村务公开
栏上签名等方式，接受上级和群众的
监督。各村以党员干部为基础，成立
移风易俗理事会，对于不文明乡俗予
以集体抵制。

华容县的“移风易俗”活动开展近5
个月来，取得不俗的成绩，丧葬开始出现
了江葬、 树葬等新形式， 婚娶中旅游结
婚、集体婚礼渐成趋势。据抽样调查，全
县农村烟花鞭炮的消费量较往年同期下
降了80%以上，人情开支下降了30%。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064 5 5 5 0 0 8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6609057.99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48 1 5 2
排列 5 17148 1 5 2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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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送技术设备 助农民脱贫
6月4日，茶陵县枣市镇，爱心志愿者帮助贺志国（左二）安装调试文印设备。当天，省政协委员“三个一”结对帮扶示范点———枣

市镇志国文印社对外营业，因病致贫的贺志国实现了在家门口创业脱贫的梦想。贺志国身患尿毒症，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今年4月
中旬，省政协委员、长沙生殖医学医院院长刘习明特意接他到长沙，让他系统地学习了电脑操作及设计技能。最近又给他购置了全
套文印设备，帮他开起了文印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丁丽娜 摄影报道

推介国学经典 传承中华文明

船山故里国学飘香

为红白喜事立规 向陈规陋习“开刀”

华容规范人情宴请

创业记

杨亲福 周俊

6月3日，青山悲戚、大雨倾盆，新化
县水车镇柳白村村民“倾村出动”，为10
余年来服务村民的乡村医生郑太红出
殡。千余人的送葬队伍，走得很慢。村里
80岁以上的老人也几乎都来了， 镇里的
领导和干部代表来了， 许许多多的医务
工作者也来了。

郑太红，柳白村卫生室医生，10余年
来，始终坚守医德操守，走村入户治病救
人，终年才43岁。大家都知道，郑医生是
累死的。

这一走，竟是永诀
5月30日凌晨4时59分，袁云华接到

丈夫郑太红的电话：“我不行了， 你快来
啊！”袁云华哽咽地回忆：“我清楚，他半
夜三更打来电话，是真的不行了。我赶紧
一边给姑妈打电话让她去家里看看，一
边赶紧租车往家里去。 再打老郑的电话
时，已经没有回音。再后来，就是姑妈带
来的噩耗。”

5月29日傍晚，已经连续几天没有休
息的郑太红，前脚刚迈进家门，又接到病
人的求医电话。“我去给看个病， 一会就
回来！”郑太红顾不上吃饭休息，丢下一
句几乎每天都说的话， 转身赶往20公里
外。“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句早就习以
为常的话， 竟然是诀别的最后一句话！”
袁云华说。

郑太红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喜欢扶

贫济困， 就连周边乡镇的人都爱找他看
病。郑太红每天都超负荷工作，有时一天
到晚，连饭都顾不上吃，每天都累得不爱
动。但只要有人求医，他又会从床上弹起
来，风风火火赶去。

这一本，全是恩情
袁云华拿出一个破烂不堪的本子，

里面记着125笔欠账，累计127869元。 这
一账本上的125个名字，都是村里和周边
的贫困户。多年来，他为贫困户看病只收
基本药费、不收诊费，即使没钱，他也不
计较，总是先看病救人、自己垫钱。

郑能甫有3个孩子，家庭条件特别困
难。他流着眼泪说：“我岳母是个老病号，
7年来，郑医生每周至少到家里来诊治一
次，一个来回就是40多公里，至今我们还
欠着他3864元医药费， 他从来没找我讨
要过，我一定要还上。”

有了郑能甫的开头， 村民们纷纷向
记者讲述着郑太红的感人事迹。71岁的
郑雪华说：“2015年吃年夜饭时， 我突然
晕倒， 儿子打电话给郑太红， 不到半小
时，他就来了……”说到这里，老人泣不
成声。“太红走了， 我们病了可怎么办？”
罗禄云老人揩干泪水说，“2015年大年初
一晚上，我发高烧，太红来到我家里，忙
到后半夜才回去，东西都没吃一口”。

86岁的伍芬芳在村民的搀扶下，冒着
大雨， 颤巍巍地走在出殡队伍的前排，她
坚持一定要送郑医生最后一程。她说：“郑
太红的账本，这哪是什么账本啊！这一本

全是恩情，是悬壶济世的高尚品德。”

这一生，只为良心
郑太红自小家庭贫困。吃惯了苦，让

他更能深刻体会贫困村民的艰辛。 初中
三年，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考上
了县里的重点高中。但中考后第三天，他
却踏上了南下打工的火车。 他说：“我是
大哥，必须挑起家里的担子，一定要让两
个弟弟完成学业。”

20世纪90年代，郑太红家庭境况有
所好转。郑太红回到家里，一边务农，一
边拜师学医。2001年9月至2004年7月，
郑太红来到娄底市卫生学校中西结合专
业学习。毕业后，成为水车镇第一个拿到
中专文凭的乡村医生。此后，他边实践边
自学边请教， 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
名医。

10多年来，他走村串户，用脚步丈量
土地，用医术服务乡亲，几乎每家每户都
留下过他悉心治病的足迹， 经他救治的
病人难以计数。 袁云华说：“老郑总是很
忙，不是在看病，就是在看病的路上。”有
人曾问过他，你给别人看病，自己又不赚
钱，反而经常赊账垫钱，求的是什么?他
却憨厚地说：“我是个医生啊， 天职就是
治病救人，不能因为钱而丧失良心，眼看
病人的痛苦， 又怎能忍心因为钱而袖手
旁观呢！”

80岁的袁凤英说：“太红走了， 我这
辈子恐怕再也遇不到这样的好医生了，
他医术好，医德更好啊！”

泪别乡村医生郑太红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 月 4日

第 20171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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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1040 374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67 173 149991

7 9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6月4日 第20170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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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37618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5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001480
2 15828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94
63332

1220261
8764605

54
2284
44442
355082

3000
200
10
5

1510 22 24 2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