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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寒露 肖洋桂

“汉寿蔬菜，自然领‘鲜’”。随着第二
届汉寿蔬菜文化节临近，这样的标语出现
在省会长沙以及不少高速公路大型广告
牌上。汉寿是我省规模最大的蔬菜种植基
地，蔬菜是其优势特色产业，常年种植面
积20万亩，年播种面积超过40万亩，年销
量突破100万吨、销售额在12亿元以上，产
品畅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6月上旬，记者
到汉寿采访，感受汉寿蔬菜之“鲜”。

携“小菜”闯出大市场
6月4日上午， 记者来到汉寿县辰阳

街道席家嘴村。该村位于沅水河畔，道路
两侧的地里种满了青椒、南瓜、玉米等。
一眼望去，满眼绿色。在村头收购点，停
放着一辆湘A牌照货车，5个村民正往车
上搬运新鲜蔬菜，有黄瓜、茄子、辣椒、苦
瓜等。不到1小时，货车装满了，一过磅，
有10多吨重。

“这车菜是销往长沙的，我们早晨从
地里采摘，当天运到长沙，很新鲜！”当地
汉美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方正初介绍。
方正初从事蔬菜种植、收购、销售20多年，
通过土地流转， 现承租了1000多亩地。为

了不给当地菜农带来冲击，他种的菜在品
种和时间上与其他人形成了差异。

在汉寿， 方正初等一批能人既流转
土地种蔬菜，又向当地菜农下订单，重点
解决蔬菜流通问题。据统计，像方正初这
样的种菜大户与经纪人， 全县有158人，
分布在已注册的54家蔬菜专业合作社，
为数万菜农服务。 全县蔬菜专业合作社
（公司）和大户已流转土地5万亩，闯出了
一个蔬菜大市场。 蔬菜已成为了汉寿的
特色产业。

使“菜园”插上金翅膀
蔬菜要赢得市场， 需要“自然领

‘鲜’”，而“鲜”离不开先进技术的支撑和
先人一步的决策与扶持。汉寿县农业局局
长毛耀信说，汉寿有一支以蔬菜办工作人
员为骨干的技术团队，他们时刻为种植户
保驾护航。他们引进新品种，且不断改良，
辣椒、南瓜等品种已更新换代到第四代。

据了解，近年来，汉寿共示范、推广
辣椒、白菜、甘蓝、黄瓜、南瓜、西（甜）瓜
和豆类等瓜菜新品种120多个，其中20多
个为重点推广品种， 瓜菜良种覆盖率达
100%。同时，蔬菜种植实现精细化管理，
全县设施蔬菜生产面积突破5000亩，膜

下滴灌、水肥一体化、防虫网、杀虫灯等
生态栽培在规模化园区基本普及。 全县
还有工厂化育苗企业3家，其中思雅园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年育苗能力达1亿株，是
我省目前最大的育苗基地。

近3年，汉寿整合项目资金8000多万
元，重点开展基础设施、质量安全体系、
冷链加工和品牌建设等。目前，全县通过
无公害蔬菜产地认证7.96万亩， 建设备
案出境蔬菜基地1.06万亩， 还有50个产
品获得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2个产品获
得绿色食品认证，20个产品获得有机食
品认证，创建了5个国家级蔬菜标准园和
5个市级标准园。

让“鲜蔬”变身成网红
山东寿光与湖南汉寿一北一南，都

是蔬菜大县。汉寿曾提出“北有寿光、南
有汉寿”的蔬菜产业发展目标。如今，寿
光借蔬菜扬帆出海， 成为全国现代农业
发展的典范。 汉寿蔬菜发展至今，也
有规模、有基础、有特色、有亮点，但
品牌还不够响亮。

针对这个问题，从去年起，汉寿
将蔬菜产业发展与文化、乡村旅游结
合起来，举办蔬菜文化节与相关论坛

活动。“去年首届蔬菜文化节成功举办，
签下销售订单近5亿元。” 汉寿县副县长
李功文自豪地说。

汉寿第二届蔬菜文化节将于6月16
日举行。除了展示蔬菜基地，还将对蔬菜
生产新设施、新品种、新技术以及美丽乡
村建设成果进行推介， 举办10万份汉寿
蔬菜爱心义卖、“互联网+汉寿蔬菜”微商
大赛等活动，让“鲜蔬”变身成网红。

汉寿县委书记杨昶说， 当前发展蔬
菜产业， 主要是做好面与点的文章 。
“面”，就是要按照“稳面积、强设施、拓流
通、创品牌”的思路，稳定种植面积，提升
蔬菜竞争力，今后一段时间，要力争全县
蔬菜年总产量达120万吨以上， 外销100
万吨以上， 年创产值20亿元以上。“点”，
即办好第二届蔬菜文化节，做好文化、旅
游结合文章，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办出形
象、办出特色，提升汉寿知名度，全面打
响汉寿蔬菜品牌。

邵阳重奖改革创新功臣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陈程）

近日， 邵阳市召开全市推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暨科技奖励
大会，重奖了一批改革创新功臣。

这次会上， 邵阳市住建局贫困农户危房改造攻坚行动
等10个项目获改革创新奖，九兴控股集团邵阳连泰鞋业有
限公司“加大转移步伐、打造内陆鞋都”等5个项目获扩大开
放奖， 邵阳市农科院瓜类种质资源创制及新品种选育创新
团队等10个团队与项目获创新创业奖。同时，湖南湘中制
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杨贞皓和邵阳学院生物与化
学工程系主任、教授赵良忠获科技突出贡献奖，另有21个项
目获技术进步奖，13项专利获专利奖。

近年来， 邵阳市全面推进改革创新， 加快对外开放步
伐，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目前，该市536项改革任务全部按时
间节点完成；组织实施国家、省、市重点项目312项，申请专
利6777件，建成省级技术创新服务平台15个、省级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5家、创业培训定点机构17家。通过乡情招商，引
进盖板玻璃、九兴控股等一批重大项目落户；全市“走出去”
企业298家，创造了28个国家和省知名出口品牌。

“孕妈”检察官一声吼
身陷传销小伙得解救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欧阳成）“李检
察官，真的谢谢你，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6月7日，接到被
解救男子雷某打来的电话， 岳阳市检察院公诉二科检察官
李晴宇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

6月2日下午3时40分左右， 岳阳市巴陵中路富兴大厦
前，一个刚从传销窝点逃出的年轻男子被身后六七人追打，
边跑边喊“救命”。坐警车途经此地的李晴宇见了，不顾自己
有7个月身孕，立即叫师傅停车，打开车窗大喊一声：“你们
干什么！”见情势危急，李晴宇还叫师傅打开警灯。

见有警车停下，追打的几个男子连忙逃散。随后，李晴
宇让被追打的年轻男子坐上车， 叫师傅将车开到附近派出
所。原来，年轻男子姓雷，云南人，一个月前在网上认识了岳
阳女网友赵某。一个星期前，雷某应赵某之邀来岳阳“玩”，
一进门就被几名男子控制。 雷某后来知道自己落入传销陷
阱，便想法逃离，于是发生了路上遭追打的一幕。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郭泽华

6月7日上午， 辰溪县七姓瑶龙舟特
色文化展示在该县龙头庵乡沅水上举
行。来自该县龙头庵乡、黄溪口镇、仙人
湾瑶族乡、 上蒲溪瑶族乡和中方县铜鼎
乡的70余艘龙舟参加展示，吸引省内外5
万余人观看。

沅水上， 近1000名瑶乡汉子整齐地
挥动着船桨。顿时，水面上船桨如林。

“呀嘿，呀嘿……”鼓点阵阵，身着黑
色和黄色服装的汉子端坐在龙舟上，双
手挥动木桨，奋力向前“挖”，舟如离弦之
箭向前疾驶。

10时许，自由竞划开始。游弋在江面上
的龙舟自由组合，向观众展示团队的力量。

“七姓瑶乡”地处辰溪、溆浦、中方3
县交界处，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民俗，其中
端午划龙舟更是独具特色。 瑶乡的龙舟
是猪嘴蛇身燕子尾，有30多眼舱，约30米
长，最宽处1.5米左右，尾高4米。龙舟都按

宗族姓氏的不同， 将船尾巴染上不同颜
色的花纹。

瑶乡的龙舟比赛没有号令， 没有起
跑线，观众是裁判。龙舟在河面上下约1
公里水域按顺时针转圈， 遇上谁的船就
与谁比，两艘、三艘甚至更多。听锣鼓声
越来越急，听呐喊声越来越沉，龙舟首尾
共振，槽片挥动，水花四溅。

除了高高翘起饰以五色环纹的燕尾
外，瑶乡龙舟仍保留着坐着扒“挖挖锄”的
习俗。更为特别的是，船上还有一位吹双唢
呐的乐手，这是其他地方的龙舟所没有的。

每艘龙舟上高低错落地站着两三个
梢公，大鼓大锣轰然从岸边游过，双唢呐
呜咽着又在江心游弋。“场面太震撼了。”
来自怀化的摄影师陆晓鹏说。

通讯员 石自行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为什么我没有离开这个学校，因为我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
的金刚人，我不留下来谁留下来呢……”近
日， 浏阳市金刚镇金石完小老师黄启龙在
给市教育局机关党员上党课时说。

黄启龙是金刚镇人， 在当地金石完
小坚守了34年。 有多次机会调到条件好
的学校去，他都放弃了。学校缺少老师，

他还动员在花炮厂工作的妻子来学校代
课；学校食宿条件简陋，为留住新来的教
师，他把新老师安排到自己家里吃住。

多年来， 黄启龙从未因自己的原因
耽误工作。儿子生病，为了学校工作，耽
误了治疗时间，儿子落下终身残疾，他无
怨无悔照顾瘫痪的儿子23年。 自己出了
车祸，住院期间仍惦记着学校，提前出院
回到学校。

功夫不负有心人，黄启龙把金石完小

这所原本破旧的农村小学， 扩展到占地8
亩，建有教学综合楼、仪器室、实验室、图书
阅读室、 电脑室等功能室的省级合格学
校。“看着一个个孩子从大山深处走出，所
有辛苦都是值得的。” 黄启龙说。

去年底， 黄启龙在长沙市第三届魅
力教师评选中， 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评
为“长沙市魅力教师”。

“黄启龙的事迹太感人，他以34年的
坚守为我们机关党员上了生动一课。我
们把这样的优秀教师请来上党课， 就是
号召机关党员学习他们这种奉献精神。”
听完党课，浏阳市教育局负责人说。

常德：
首建牧草饲料生产线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肖洋
桂 通讯员 刘卫平)6月4日，我省首条
专业化牧草饲料生产线在常德市西湖
管理区开工建设。 该生产线是由中国
农科院麻类研究所、 省畜牧研究所以
及湖南德人草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共同建设的， 一期投资3000万元。建
成后， 可年加工牧草饲料10万吨以
上，创产值超亿元。据介绍，湖南德人
草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西湖管理区
流转土地及与农户合作，种植牧草1万
余亩，主要品种为高蛋白饲用苎麻、紫
花苜蓿、全株青贮玉米等，可年产鲜草
8万吨。

永州：
4分钟可申领身份证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李敏 汪兴变 )“没想到
申领身份证这么快，不到4分钟。”今
天， 在永州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
大厅， 补办身份证的市民蒋志豪高
兴地说。 永州市公安局今年引进具
有人脸检测、智能识别、生物采集校
验等功能的第二代身份证自助设
备。有本省户籍的16周岁以上居民，
因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或丢
失损坏需要换领、补领的，可以全程
自助受理。申请人只需3分钟就可以
完成申请受理，1分钟可以完成发证
取证。

开福区：
知识型“两委”主政基层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张颐
佳 )近日，长沙市开福区社区（村）

“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共
选出社区 (村 )委主任107人，副主任
及委员421人。本次换届涌现了很多
知识型、能人型“村官”，年龄、性别、
知识等结构得到优化，30岁以下主
任占 13.1% ，30岁以下副主任及委
员占19.2%， 主任平均年龄39.6岁。
女性主任占40.2%，女性副主任及委
员占61.6%，大专以上的主任达到了
89.7%。

怎一个“鲜”字了得
———汉寿蔬菜产业发展见闻

蓝山：
暴雨中紧急转移群众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李先志 ）6月6日零时至8时，
蓝山县普降大暴雨。 降雨重点集中在
县域中、北部，全县降雨超过100毫米
的站点有13个。 县域主要河流舜水河
水位达270.14米，超警戒水位0.14米。
这次强降雨给当地造成了洪涝灾害，
县城紧急转移群众600余人， 没有人
员伤亡。

新闻集装

一堂特殊的党课

沅水上演“速度与激情”———

辰溪展示七姓瑶龙舟特色文化

古镇
赛龙舟
6月6日， 是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镇泸溪
县浦市古镇赶集的日
子， 也是当地龙舟横
渡沅江竞技赛最热闹
的一天，来自沅陵、辰
溪和泸溪县浦市古镇
周边农村的近40支龙
舟队展开角逐。 浦市
龙舟节是一项历史悠
久的民俗活动， 每年
从农历四月廿七日起
至五月十七日止。活
动由民间自发组织，
没设任何奖项。

覃仁岗 向晓玲
摄影报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5001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46
592
6287

3
7

210

2740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700
75338

235
207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6月7日 第2017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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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1400367 元
01 0610 13 14 18 21 23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7日

第 2017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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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 1040 629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59 173 390807

0 67

关爱留守儿童
我省14所学校获180万元捐赠

湖南日报6月7日讯（通讯员 张成明 记者 曹娴）近日，
醴陵洪罗完全小学的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
5000册图书、200双“快乐跑鞋”、一个逐梦篮球场及运动器
材，还有40名贫困留守儿童免费获得一学期“爱心午餐”。

“陪你一起成长”关爱留守儿童帮扶活动于今年4月下
旬在长沙启动。作为活动的主办单位，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人民人寿保险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富德生命人
寿湖南分公司、华夏保险湖南分公司等4家险企，分别募集
60万、40万、40万、40万，共计180万善款，向我省留守儿童
捐赠跑鞋、篮球、书籍、餐盒等生活学习用品。6月1日，在醴
陵洪罗完全小学举行的捐赠仪式上，180万元的善款支票
被交给省慈善总会，再由省慈善总会转交给14个市州的14
所贫困学校。

该活动由省民政厅、省扶贫办、省关工委、省慈善总会指
导，省扶贫基金会、株洲市慈善总会、醴陵市慈善总会协办。

湘潭表彰“莲城工匠大师”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赵正凯 肖

畅）近日，湘潭市举行表彰莲城工匠大师暨“湘字号”传统技
艺竞赛启动仪式，来自钳工、焊工等15个工种的30名职工
被授予“莲城工匠大师”称号。

去年，湘潭以对接省“十行状元·百优工匠”竞赛活动为
契机，开展“莲城工匠大师”评选活动。评选的工种主要集中
在先进制造业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行业，即钳工、
焊工等15个工种。活动采取技能竞赛和综合评审相结合的
方式，历时8个月，举办各级预赛大大小小100余场，参赛职
工10万余人，掀起比学赶帮、弘扬工匠精神的热潮。同时，
开展“聚力小康·建功莲城” 劳动竞赛， 全市参赛职工达
51.79万人次，参赛率达81.3%，创造经济效益3.35亿元。

为响应省“湘字号”传统技艺工匠竞赛，激励和引导广
大职工立足岗位争做贡献，从即日起至10月，湘潭开展“湘
字号”传统技艺竞赛选拔赛，湘茶、湘酒、湘瓷、湘绣、湘竹等
5个传统产业从业人员均可参赛，每个工种前5名将代表湘
潭参加省级决赛。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尹建国 杨坚 ）今天，记者
从新宁县公安局获悉， 该局6月5日、6日
连破2起命案， 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
破案每起用时不到10个小时。

6月5日22时许， 新宁县公安局金石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金石镇高桥路口
有人被砍伤。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发现一
名受伤男子躺倒在地， 行凶者已逃离现
场。民警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将伤

者送往医院抢救。23时30分许，受伤者经
抢救无效死亡。

民警调取现场监控视频资料， 发现
嫌疑人砍伤人后驾驶某驾校教练车逃离
现场。通过走访调查，获悉受伤男子为邓
某某，伤人者系其妹夫周某。新宁县公安
局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参战民警连
夜兵分几路开展侦查。6日凌晨， 将犯罪
嫌疑人周某抓获。

6月6日6时许，新宁县公安局又接群

众报警， 马头桥镇白云村有2人被砍伤。
一夜未合眼的民警再次整装出发， 冒雨
赶往案发现场。 受害人李某某因伤势过
重当场死亡， 另一名受害人肖某某被送
往医院抢救。 县公安局抽调刑侦大队和
回龙寺、清江桥、崀山等派出所警力，全
力进行侦查。 经走访调查， 发现王某某
（男，29岁， 马头桥镇人） 有重大作案嫌
疑。通过查看案发地周边监控视频，发现
嫌疑人王某某作案后驾驶两轮摩托车逃
跑。民警通过查看沿途监控视频、秘密摸
排，在邵阳县警方配合下，于6日14时许
在邵阳县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王某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从案发到破案均不到10个小时

新宁公安快速破获2起命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