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魏杰

6月11日上午， 大山深处的永顺县车坪乡车坪村里
格外热闹。

喜庆的鞭炮声中， 土家族夫妇欧阳兴顺和向俾莲，
搀扶着72岁的孤寡老人蔡长华，缓缓走进堂屋，并让老
人坐在大椅子上，然后夫妇俩双膝跪地，用土家族风俗，
将老人改口叫“娘”。在场的村民们报以掌声、笑声和赞
叹声。

今年54岁的欧阳兴顺是党员，其妻子向俾莲是当地
有名的贤妻良母。据村民付明清介绍，村里大面积种植
桃树和柑橘，欧阳兴顺的嫁接技术最好，他挨家挨户帮
村民无偿嫁接树苗。2010年3月， 因为炒得一手好菜，欧
阳兴顺夫妇应聘到乡政府食堂当厨师， 夫妇俩每月有
4000多元收入。村里有个卖菜的老人叫刘玉香，家里比
较困难。每次下午买菜，见老人有剩下的，向俾莲都会买
回去，让老人早点回家。

今年4月的一天，欧阳兴顺夫妇在买菜的途中，遇到
孤寡老人蔡长华。蔡长华原本是车坪乡茶园村人，因为
膝下无子女，寄住在车坪村侄女家里。侄女家里较困难，
老人居住的小屋不足5平方米。

还在9岁时，欧阳兴顺的母亲就因病去世，向俾莲的
母亲也于2013年去世，现在两人的父母都不在了。夫妇俩
凭着勤劳的双手， 家里新修了40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两
个女儿出嫁了，儿子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工作，日子一天比
一天好。妻子向俾莲提议，认孤寡老人蔡长华当“亲娘”，
把老人接到家里来住，这正合欧阳兴顺的心意。

欧阳兴顺夫妇俩先征得蔡长华同意，又多次上门给
蔡长华的侄女做工作，其侄女看出两人诚心诚意，就同
意了。 夫妇俩又给在长沙工作的儿子打电话征求意见，
儿子满口答应，高兴地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6月13日，吉首市乾州古城，游客在欣赏刚创作完成的巨幅苗画。该画长达6.6米，高1.2米，将龙凤呈祥、鲤鱼跳龙门、双龙
抢宝等50多种苗画传统图案及地方人文景观绘于画中，是目前为止苗画史上最长的苗画，由苗画世家梁德颂一家3代人历时
3个多月完成。 姚方 摄

土家族夫妇
认孤老当“亲娘”

巨幅苗画 史上最长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袁光宇 欧阳征琦

6月8日清晨，一对年近五旬的农
家夫妇从自己流转的上百亩双翅六道
木基地里采回新鲜树叶，洗净、揉碎、
滤渣、点卤，然后等待“神仙豆腐”成
形。他们可不是在玩“过家家”，而是在
制作一种可以帮助自己脱贫致富的绿
色食品。当天，他们借助互联网，将做
好的“神仙豆腐”快速送到长沙黄花机
场，让它们“坐”着飞机直达北京，成为
当地市民餐桌上的美食。

将“神仙豆腐”卖到北京的，是隆
回县金石桥镇冷溪山村的郑能泽、史
万秋夫妇。这对夫妇手脚勤快，头脑灵
活。1995年， 他俩在高山上种植烤烟
60亩，当年收烟叶108担，被隆回县政
府评为“烤烟生产重点户”。1998年，

他俩又依托当地丰富的南竹资源，收
购60多万公斤竹麻生产高档造纸原
料，当地2000余户农民因此户均增收
上千元。2002年， 夫妻俩又带领当地
群众广种金银花。 但从2013年开始，
金银花销售进入低谷。

尽管遭遇重大挫折， 郑能泽夫妇
带领当地百姓发家致富的决心没有改
变。2014年春， 他俩瞄准绿色食品市
场， 在海拔1100多米的高山上流转
100多亩荒地， 将祖上传下来的几十
株以备饥荒的双翅六道木的枝条剪下
来，插到苗圃里。通过精心培育，育成
幼苗近2万株。

在当地，双翅六道木被称为“神仙
豆腐”树，用其叶子可制成一种豆腐状
的东西，因其带有苦味，当地人平时很
少吃，过去只有小孩子玩“过家家”时，
把制作这种“豆腐”当成一种游戏。但

这是一种绿色食品， 如今受到很多人喜
爱。将这种“豆腐”切片，加上姜末、酱油、
陈醋、辣椒等调味品凉拌，润滑爽口，是
夏季处暑佳品，并有降低胆固醇、阻止脂
肪积累的效用。

郑能泽夫妇将双翅六道木幼苗移
栽到开垦的荒山上，长势良好。今年春
末夏初，夫妇俩将双翅六道木树叶采回
家，开始制作“神仙豆腐”。两人平均每
天加工“神仙豆腐”100公斤左右，产品
畅销隆回县城、 邵阳市区以及长沙、北
京等地。

“在省内，‘神仙豆腐’ 每公斤只卖
30元钱， 但到了北京， 价格至少翻一
番。”郑能泽介绍。

为自己也为乡亲们找到一条致富
新路的郑能泽夫妻，目前正准备拿出平
生积蓄，大规模开发“神仙豆腐”系列产
品。

隆回夫妇将儿时游戏“玩具”做成绿色食品———

“神仙豆腐”卖到北京去
老百姓的故事

湘潭：院长们研讨“种子项目”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周娟娟)今天，由半边天基金会和北京春晖博
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主办，湘潭市社会福
利院协办的全国种子项目院院长研讨会在
湘潭举行， 来自全国的27家福利机构围绕

“种子项目”的建设过程、运营方式等问题进
行研讨。湘潭市福利院院长谭力介绍，“种子
项目” 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创新计划，为
孩子的养育和教育提供全新的理念模式。基
金会负责提供教育理念、教师培训和相关资
金、技术支持等，3年后交由福利院机构负责
后期运营。

自治州：励志班落户永顺金海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杨元崇 通

讯员 张艳）“湘西励志班”近日落户永顺金海
实验学校。这个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建制”
班级， 而是该校1至9年级在校学生中家贫志
坚的励志学子集合体， 由湖南金海教育集团
与芒果V基金共同打造的资助励志学子学习
的平台。在“湘西励志班”授牌暨捐赠仪式现
场，20多家爱心企业纷纷慷慨解囊，北京掌上
维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爱心人士林强向该校
捐赠80万元“七米课堂”智慧化学习系统。截
至12日，募得款、物总价值120万元。

双牌：惠民资金全部上网公示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潘芳 周幻）“我心中

的疑团消失了。各级各部门没有截留、挪用国家
的惠民资金。”今天，双牌县何家洞镇何家洞村
70岁的何少江在孙女的帮助下， 上网查看了该
县的惠民项目（资金）公示公开专栏后说。近日，
双牌县惠民项目（资金）公示公开专栏在该县人
民政府门户网站上线， 由该县涉农的20个县直
部门、12个乡镇（管理局）， 及时发布惠民项目
（资金）政策，公开项目和使用明细等情况。

新闻集装

芦淞区：严查换届选举违规违纪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

员 梁晖）村级换届选举工作启动以来，株洲市
芦淞区严格落实省、市决策部署，坚持把纪律
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查处违规违纪案件。至6
月上旬，全区累计受理涉及村级换届选举信访
举报33件。经初步核实，5人被立案审查，共49
人被取消候选人资格。 换届选举工作结束后，
该区还将统一组织检查验收，一旦发现违规违
纪行为，将依据相关规定处理到位、追究到人。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何瑶）“邓小明家主动取消添孙酒席、 刘家组方
爹取消了搬新房酒席……”6月11月， 一场狠刹
请客风的讲评会在岳阳市岳阳楼区滨湖学校举
行。 该区服务城陵矶新港区工作组对滨湖村落
实公约“婚丧喜庆禁令”情况进行点评。有两户
村民因违规办宴席，将按公约规定受到处罚。

今年来，岳阳楼区着力刹住群众反映强烈
的人情歪风，改革“婚丧喜庆”习俗，采取“村规
民约倡导，党员干部带头”的形式，力推“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事项不办”，对宴席规模
和规格予以严格限制。

同时，岳阳楼区出台“刹人情歪风、治婚丧
陋习、树文明新风”实施方案，选取郭镇乡、服
务城陵矶新港区工作组为试点。据统计，今年3
月以来，滨湖村已劝导放弃请客送礼100余起，
全村请客送礼同比减少150余起， 为村民节省
开支100多万元。

岳阳楼区刹人情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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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 年 6月 13日

第 2017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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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8 1040 1037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652 173 458796

1 3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6月13日 第2017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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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631053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0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099564
6 26589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62
44158
962751
5663437

30
1817
35917
210302

3000
200
10
5

1506 22 30 3110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白培生 李
秉钧 颜石敦 邓远菊）29年的时间里，
郴州市北湖区家庭妇女廖静平一共坐
上采血椅132次， 献血总量达17.56万
毫升，这相当于35个成年人全身血液
总量， 是郴州市无偿献血量最多的献
血者。6月12日， 廖静平对记者说，每
次听到医生讲述某次紧急手术用血救
人于危难时， 自己都会有莫大的成就
感。

“18岁那年， 我在街上看见采血
车，听完工作人员的献血知识介绍后，
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廖静平回忆她

的第一次献血经历时说，“原来， 每天
都有那么多的病人在等着血液做手
术。”尽管当时有些害怕，她还是登上
了献血车， 这次的献血经历成了她献
血历程的起点。

此后，只要身体健康状况允许，廖
静平就会主动献血。 郴州市献血工作
站负责人介绍， 当需要志愿者应急献
血时，不论她在干什么，只要血站工作
人员一个电话，她都会立即赶来。

“献血不会影响身体健康，既然能
帮到人又不会影响自己， 我就一直
献。”廖静平坚持的理由很简单，可多

年坚持下来的行动却不简单。
得了郴州“献血冠军”的头衔后，

很多人为廖静平点赞， 但也有人说她
是“怪人”“抽血上瘾了”“没本事去卖
血”……面对各种声音，廖静平平静地
告诉记者：“只要自己认为对的事，就
要坚持做下去； 献血者献出的虽是宝
贵的血，但可以挽回更宝贵的生命。”

廖静平就是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
的妇女， 她用善良的力量挽救了许多
的生命。多年来，她先后3次荣获“全国
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受到国家有
关部门的表彰。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蒋剑平
肖祖华 通讯员 阳小龙 王晓 马文娟）
为迎接6月14日第14个世界献血者
日，近日，湖南华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组织员工，在隆回县友谊驾校开展第9
次“义务献血，奉献爱心”活动。公司董
事长向长江带头登上采血车， 撸起袖
子献血300毫升。这次活动中，该公司
9个下属单位1000余名员工报名，其
中符合条件的605人参加了义务献
血，邵阳市采血站4台采血车在该公司
共采血20余万毫升。

湖南华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
隆回县民营企业。公司工会主席阮子
飞介绍， 这次献血的605名员工中，
大部分已多次献血。公司党总支87名
党员全部参加献血，每个献血的员工
都是自愿的。员工献血后，公司不补
助一分钱，仅安排休息一天。

据了解，该公司已连续9年组织开
展义务献血， 第一次组织大型义务献
血活动是在2009年。当时，隆回县岩
口镇一名产妇产后大出血， 需要大量
输血，而隆回及周边市、县都没有充足

的血源。关键时刻，医院向该公司紧急
求援。 公司工会迅速组织100多名员
工，连夜献血1.29万毫升。此后，公司
建立起义务献血队伍， 成为邵阳市应
对“血荒”的一支坚实力量。

据统计，自2009年至今，湖南华
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累计献血
4000余人次，共献血135万余毫升。公
司工程部员工邹子华已连续4次义务
献血。他说，实践证明，献血对身体有
益无害，自己还年轻，有义务为社会贡
献微薄之力。

华兴实业员工连续9年献血
累计献血4000余人次，共献血135万余毫升

普通妇女廖静平献血132次
献血17.56万毫升，相当于35个成年人全身血液总量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娟）“从1999年
至2016年，株洲市连续18年临床
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其年采
血量从3.78吨增长到14.64吨，增
幅达268%。” 今天，“世界献血者
日”前一天，株洲市中心血站传来
喜讯，凭此骄人的业绩，该市荣获
2014至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
先进市”称号，至此已8次蝉联此
项殊荣。

株洲市中心血站担负着全市
400万城乡居民的医疗用血供应
任务。为此，该市坚持强化团队建
设与提升服务品质， 实现了多年
来血液质量与安全零事故、 零差
错。2015年、2016年，该市街头自
愿无偿献血率分别为 74.39% 、
80.16%，均名列全省第一。

近年来，该血站通过“提升执
行力，增强凝聚力”团队训练，极
大增强了整个团队的向心力，在
全市已招募无偿献血志愿者近万
人。该血站创新宣传方式，将主题
宣传的触角从城市延伸到农村，
已持续多年推出“世界献血者日”
“我为祖国献热血”“我们在一起”
“无偿献血社区行”4大品牌活动。
最近，该血站推出“我们在一起”
品牌活动，开展“您的三分钟换我
一生———感谢您挽救我的生命”
公益下乡演出活动，每场演出后，
有不少人现场撸起袖子加入献血
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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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
员 李旭云）6月11日晚，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
目、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作品、大型现代花
鼓戏《耀邦回乡》，在胡耀邦家乡浏阳举行全
国巡演的启动仪式和首场演出。之后，该剧将
在全国进行30余场巡演。

1962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
主动申请下放基层，调查研究，兼职办点。当
年11月， 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
地委第一书记， 并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浏
阳。花鼓戏《耀邦回乡》就是以此为历史背景，
通过“呷食堂”“借古书”“看大戏”“拒礼物”
“回老屋”等几个事件，颂扬了耀邦同志坚持
党的原则，不搞特权，关心群众疾苦的崇高品
德。同时，通过他拒吃大鱼大肉，用草粑粑教
育干部，深入基层考察，坚决反对用公款维修
老屋等感人细节， 展示他一丝不苟、 一切为
民、一身正气的优良作风。该剧音乐具有浓郁
的地域特色，舞美很有寓意，舞台呈现简洁、
流畅，虚实相生，时空灵动，观赏性强。

浏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小佳表示，
浏阳将在胡耀邦同志的历史功勋和崇高风范
鼓舞下， 努力把耀邦同志的家乡建设得更加
美好。

“耀邦”回乡
故土情深
现代花鼓戏《耀邦回乡》浏阳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