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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姚静

5月中旬，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共同签署命令，
授予湖南省公安消防总队长沙市支
队望城区大队“学雷锋模范消防大
队”荣誉称号，全国仅两家的荣耀让
“雷锋家乡学雷锋”现象再一次引世
人瞩目。

“出了雷锋学雷锋，学了雷锋出
雷锋”，这在望城不是口号，而是50
多年的信仰传承， 是全区的精神引
领、政策导向和群众行动。6月上旬，
记者走进望城， 感受这一新时代的
好人之乡。

为民解忧政风好
清晨，望城消防大队的营区里，

官兵们开始操练。他们静静地踏步、
转身，没有一个口号、一声呐喊。这
一切源于2007年夏天附近一位居
民的电话：“部队出操、 出警的声音
影响到了在家复习高考的孩子。”大
队就此推行“爱民护民五项规定”：
晨操不喊口号，夜里不拉警报……

特别的举措只因特别的精神传
承。 大队始终坚持用雷锋精神凝练

“队魂”，每年新兵下队，第一次会议
是学雷锋动员大会、第一堂课是学习
雷锋先进事迹、第一次活动是参观雷
锋纪念馆、 第一本书是《雷锋的故
事》、第一支歌是《学习雷锋好榜样》，
大队还广泛开展续写雷锋日记等活

动，雷锋精神深深融入官兵血脉。
建队39年来，大队官兵参加灭

火救援战斗7200余次， 社会救助
3800余次， 营救被困群众1000余
人， 抢救保护财产价值20亿多元，
同时积极开展扶贫帮困、 捐资助学
等活动1.3万余次……

为民服务、 替民解忧的雷锋精
神犹如一股清风， 吹向望城的各个
部门、单位：在“雷锋政务超市”，群
众可办结区内90%的行政审批事
项、100%的民生事项，“O2O” 新型
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24小时“不打
烊”；“雷锋城管志愿者协会” 组织

“百姓城管” 活跃在望城的街头巷
尾，义务清扫、维护交通、劝导文明；

“雷锋580”紧急救助热线为困难群
众提供重大疾病、自然灾害、突发意
外事故等紧急救助，3年多来共受理
各类求助3263起……

相亲相爱家风好
“婆婆，您腿脚不好，我给您买

根拐杖吧。”“不用了，20多年了，我
去哪你都陪着， 你就是我最好的拐
杖！”桥驿镇群力村的一户简朴农家
里，54岁的王锦绣边给婆婆按摩边
聊着家常。

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10口之
家， 老人20年前患上严重的类风
湿，关节肿痛、僵硬，需要专业照料。
家里请不起按摩师， 王锦绣就向医
生认真学习按摩手法， 每天为婆婆

做关节按摩。去年老人不慎摔倒，她
喂饭喂药、洗澡擦身。老人卧床1个
多月， 身上干干净净， 床上清清爽
爽。在她的影响下，一大家子相处得
十分和睦，从不吵架红脸。

在望城， 这样家风好的家庭还
有很多： 住在郭亮路的贺建平夫妻
40年如一日奉养一位没有任何血
缘关系的“外婆”，让孤寡老人得以
安享晚年； 茶亭镇戴公桥村的周美
玲在善良父母的言传身教下， 从大
货车车轮下舍己救人， 成为年龄最
小的全国道德模范； 铜官街道的谭
月良将对父母的“小孝”升华为对社
会的“大孝”，投资农庄带动300多
农户创业就业， 并将农庄的大部分
盈利投入对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贫
困学子的公益事业……

近年来，望城区着力家风建设，
以“五好文明家庭”“孝心示范村”

“最美媳妇” 等创建评选活动为载
体，推动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科学
教子、勤俭节约、邻里互助，全区崇
德明理蔚然成风。

共建家园民风好
近年来， 望城城乡品质得到质

的飞跃， 这是全区人民努
力共建的结果。

金山桥街道桐林坳社
区银孔围组， 原组长胡丙
炎带领村民投资投劳、种
花种树、收拾庭院、垃圾分

类，使村组从全市卫生“十差”蜕变
为最美乡村。获评“中国好人”的胡
丙炎建立起“丙爹工作室”，积极开
展建设美丽乡村、中华传统美德、学
雷锋等宣讲，不断传播正能量。

白箬铺镇白箬铺社区以“孝”
治村，宣传栏上，《孝报》向村民传
递善行义举；卫生院里，志愿者为
老人免费按摩、理疗，传授健康养
生知识；“爱心周末班”上，孩子们
认真学习《弟子规》，在一堂堂趣味
横生的美术课、手工课中，学会做
人和感恩。

茶亭镇静慎村推崇“乡贤”文
化，成立乡贤理事会，每年评选一批
思想好、讲奉献、能带头的“最美乡
贤”。在乡贤们的推动下，乡贤文化
广场、文星农业公园、廉政文化广场
等一个个民生项目拔地而起， 乡贤
阁、乡贤走廊、乡贤桥、乡贤湾等景
致赏心悦目，村民自此有了散步、打
球、跳广场舞、看戏的好去处……

淳朴的民风吹遍望城大地，学
雷锋志愿服务站遍布机关、学校、
村（社区），36万余名学雷锋志愿
者将新时代的雷锋精神洒遍望城
城乡。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许光辉 蔡华波）
今天上午，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颜
龙安领衔的岳阳市鑫盛华丰生
态优质水稻选育院士工作站在
岳阳组建成立。至此，岳阳市已
成立了10个院士工作站，位居全
省前列。

自2011年开始， 岳阳市政府
依托当地支柱产业、龙头企业，在
全省率先启动了院士工作站组建
工作， 出台了院士工作站管理暂
行办法。 颜龙安院士工作站的依
托单位鑫盛华丰种业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民营科技种业企业，具
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今年就有5
个品种获得省级审定。 该工作站
成立后， 将围绕水稻生态优质品
种选育和与之相配套的轻简化栽
培技术研究这两个科研重点创新
创业。

该公司总经理邓松称， 公司
将通过新品种推广和开展技术服
务，用2至3年时间，使年销售种子
达到400万公斤， 实现销售收入
过亿元， 创利税3000万元以上；
年推广种植面积450万亩，增加农
民收入5亿多元， 增加粮食产量
2.4亿公斤； 通过配套的技术服
务，如虾后稻、再生稻技术及低镉
水稻品种的使用， 大幅降低农药
和大田速效肥料的施用量； 提高
稻米品质，预计在5年内，培育推
广新品种15个， 申请植物新品种
保护8项、专利1至2项。

望城：雷锋故里好人多

岳阳拥有
10个院士工作站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王芳 李先斌 ）
近日， 在泸溪县沅水绿色旅游公
路项目五里洲驿站， 挖掘机来回
作业， 建设挡墙。 这是泸溪县已
进入实施阶段的首个PPP项目，

总投资13.16亿元。 该项目的建成，
将为当地推进生态文化旅游发展
“添翼”。

至今年5月底， 泸溪共储备
PPP项目8个， 其中2个是财政部示
范项目， 其余为省示范项目。 这些

项目涉及文化教育、 养老、 人居环
境改善、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市政
建设、 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 总投
资约121.43亿元。 预计政府将投入
4.86亿元， 引入社会资本19.42亿
元， 撬动金融资金97.15亿元。

泸溪PPP模式撬动民生项目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彭业
忠 通讯员 孟春绒 杨芳 向聪）6月11
日上午11时，22辆旅游大巴蜿蜒行走
在进入老司城遗址风景区的盘山公路
上，场面十分壮观。

这是永顺县今年组建土司文化旅
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后， 首次迎来超
大型旅游团队， 也是老司城景区正式
营运近一年迎来的最大旅游团队。据
了解，该团队有游客6000人，主要来
自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益阳
等地。

在老司城遗址褐红色鹅卵石上，
部分游客脱下鞋子， 体验天然足底按
摩，也和千年土司城来一次亲密接触。

周家湾摆手堂前， 欢乐的土家鼓点响
起来，游客们深受感染，纷纷跟着土家
阿哥阿妹跳起了摆手舞。 围坐在土家
蜡染铺成的长桌旁，听着土家敬酒歌，
喝着土家糯米酒， 一些游客情不自禁
竖起大拇指， 称赞丰富多彩的土家文
化、美味独特的土家美食。

“神秘湘西、土司王城”是永顺土
司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着力打
造的核心文化旅游品牌，包括老司城、
猛洞河、芙蓉镇、不二门、小溪5个旅游
产品，有古城、古镇、漂流、温泉和原始
森林，集美景、风情、历史、人文、科考、
探险于一体， 致力于推进永顺县全域
旅游产业发展。

老司城迎来超大旅行团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周俊 伍实
强 杨超阳 袁晓晖）6月9日，新化县邮
政局与该县梅山果业有限公司签约，
利用邮乐网娄底港， 帮助库区移民线
上销售杨梅。当地采摘的杨梅，当天可
送到长沙顾客手中。

新化有库区移民23万多人。近年
来，依托国家移民扶持政策，该县结
合产业扶贫， 将杨梅产业作为库区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移民增收
的主导产业来抓，从浙江、福建引进

东魁、早荠蜜梅、木桐等品种进行推
广种植。目前，全县累计投入产业发
展资金1亿多元，种植杨梅5万亩，发
展杨梅产业开发企业4家、专业合作
社26家，杨梅产业覆盖上梅、游家、
桑梓等14个库区乡镇。去年，全县杨
梅创产值6000万元，受益移民5万余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568人，已
帮助1900人脱贫。今年，杨梅挂果面
积约2万亩， 预计可创产值2亿元以
上。

新化库区杨梅“红”
今年挂果2万亩，预计产值2亿元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李先志 梁余强 李志英）车流如织，
人流接踵。6月10日， 蓝山县土市镇泉塘
村举办首届“西瓜节”，吸引周边及广东
等地数千群众和客商参加。 泉塘村是湘
南地区有名的西瓜村， 从上世纪80年代

开始种植西瓜，今年种植面积4000多亩。
由于该村土质好，土壤中含铁量高，并含
有多种微量元素， 种植西瓜又全部施用
有机肥，种出的西瓜绿色环保，品质佳、
口感好，不仅销往周边14个县市区，还销
往长沙以及广东、广西等地。

蓝山：泉塘村举办“西瓜节”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王勇 陈中华）不用笔试，直接面
试，或直接聘用。今日，石门县2017年部
分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4名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才报名工作启动。
据了解， 针对边远山区高学历人才引进

难的现状， 今年石门县根据人才引进相
关规定，推出“免笔试”招聘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人才专场招聘活动， 安排了
县委党校理论教员等14个职位。 对应聘
的硕士研究生，只进行面试。对博士研究
生，可直接办理聘用手续。

石门：“免笔试”招聘高学历人才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黄绍辉 唐东升）今天，记者从
永州市工商局获悉， 该局依法吊销了
444家“僵尸企业”的营业执照，将其清
除出市场。永州市工商局对上年度没有

进行年报，实地检查发现没有开展经营
活动，企业负责人无法联系，没有向税
务机关纳税，对发布企业吊销公告也没
有回复的企业，将其列为“僵尸企业”，
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清除出市场。

永州：清除444家“僵尸企业”

新闻集装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414942
0 1263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54
707
7053

9
13
178

1591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177
81895

255
202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6月12日 第2017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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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01 2611 12 21 27 28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 年 6 月 12 日

第 201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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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1040 7228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547 173 267631

2 84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肖洋
桂 通讯员 黄道兵）今日上午，常德市
人民检察院驻市环委会检察联络室
挂牌成立，以加强环保行政执法与法
律监督。

据了解，检察联络室主要职责有
10项， 包括监督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开展刑事立案监督、接受和移送职务

犯罪线索、 提前介入重大环境污染案
件查处、 对环委会成员单位行政执法
及履职情况依法监督等。

从即日起至明年底， 常德市人民
检察院和市环保局还将联合开展县
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
保行政执法督查和法律监督专项行
动。

常德成立驻市环委会检察联络室

6月10日，衡阳市生态公园，寿带妈妈用自己的翅膀为儿女遮挡太阳，寿带爸爸从外面捕捉昆虫归来，小寿带
纷纷从妈妈的怀中探出头来，迎接爸爸的喂养。寿带鸟，象征长寿，也被称为绶带鸟。因为体态美丽，飞行时长尾摇
曳，灵动飘逸若仙，被誉为林中“仙子”。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林中“仙子” 和美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