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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汨罗市川山坪镇新农村美景若画。近年，该市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一村一
景、人文独特、别具魅力的秀美乡村。目前，全市15个乡镇环境整治逐步推开，乡土文化与自然生态交相
辉映，民族魅力与现代风情完美融合，一大批村落变成了美丽宜居的幸福家园。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周敏 摄影报道

秀美乡村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谢璐）8
月10日， 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的
“千龙湖国际休闲体育小镇”晋级“国字
号”，入选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第一批
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名单，为靖
港这一历史文化名镇再添新名片。

“千龙湖国际休闲体育小镇”位于靖
港镇西部、千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南端，距
长沙市主城区30公里，小镇示范片面积
6.5平方公里，总人口5834人。近年来，小
镇在当地政府及体育主管部门指导下，
依托千龙湖的优质自然资源， 紧紧围绕

“体育+旅游”“体育+农庄”“体育+健康
养生”的战略目标，累计投资近5亿元，形
成了集体育休闲、湿地休闲、农耕体验、
旅游度假、 商务会议于一体的生态旅游
景区， 为世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城市
（城区） 联盟峰会永久会址。2016年，接
待游客达80万人次，全年旅游和农产品
总收入过亿元。

小镇有水域面积2800亩，是国家八
大龙舟标准赛区之一， 着力开发了水上
自行车、 水上高尔夫等水上运动休闲项
目。300亩国际垂钓主题园是华中地区

最大的垂钓基地，6个专业竞技池、24个
休闲垂钓池不仅能满足专业级赛事需
要，还能开展群众参与性强的休闲活动，
形成了完善的垂钓产业链。此外，建有能
容纳1200名观众的文化体育馆，以及户
外拓展基地、帐篷营地、风筝广场、沙滩
排球场、6公里环湖赛道等。45处生态、
绿色、休闲的体育设施项目，可满足不同
运动休闲爱好者需求，承办的龙舟赛、帐
篷节、风筝节已成为长沙运动休闲3大品
牌节会。

“小镇获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

为靖港镇特色发展指引了更加明确的方
向。”靖港镇镇长陈浪表示，下一步要做好
产业融合文章，将体育产业与旅游、文化、
现代农业、健康养生等产业深度融合，努力
推进“千龙湖国际休闲体育小镇”和靖港古
镇两个景区融合发展，发挥好“1﹢1＞2”
的聚合效应。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袁愈雄）“教
书育人是我们的责任，要坚决杜绝以教牟利、收受红包等歪
风邪气。”8月28日，在娄底四中师德讨论会上，教师银向锋
感慨地说。8月26日以来，娄底以学校为单位，集中开展为期
4天的师德师风教育学习活动，全市5万名教师参加学习。

娄底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提升教师队伍素质的重点，
着力整治有偿补课、利益至上等问题，进一步营造教书育人
良好风气。通过开展“最美教师”评选，树立典型榜样，激励
优秀教师；通过德育学习、对照检查、反思讨论、案例分析
等，建立长效机制；通过开展师德师风教育、专项整治“雁过
拔毛”式腐败等活动，严厉查处教师队伍中的不良行为。同
时， 各学校把师德师风融入各项管理环节， 并广泛接受社
会、家长与学生的监督。

近年来，娄底涌现了为保护学生而英勇牺牲的“全国优
秀教师”杨建一、跳进粪坑勇救3岁儿童的杨文利、放弃城市
工作回乡支教的肖春华、最美“老师妈妈”王云真等一大批
优秀教师。

靖港古镇新名片
“千龙湖国际休闲体育小镇”晋级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谢祥华） 刚刚举办了中国浏阳
2017赤马湖国际滑水公开赛的浏阳市
沙市镇，“体育小镇” 建设与连日来的天
气一样火热：该镇全长13公里的赤马湖
环湖公路（马拉松赛道）改造正在抓紧施
工，到今天已完成10公里，9月初全部竣
工。该镇投入近亿元，用于该项目及沿湖
游道、赤马湖大道等项目建设，近年来还
吸引了2.1亿元社会资本投资瑞翔滑雪、
英美滑水俱乐部、1+1卡丁车俱乐部、蒿
山森林体育公园、耕读文化馆、村组体育

场馆等体育项目建设。
8月10日， 沙市镇入选国家体育总

局公布的“第一批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
镇”试点名单。该镇党委、镇政府今年初
提出打造的“湖湘第一休闲体育小镇”，
已经赢在起跑线。

沙市镇素有体育赛事传统。2000年
7月，长沙市体育运动水上训练基地落户
该镇赤马湖。随后，全省青少年赛艇、皮
划艇比赛及全国五城会沙滩排球比赛、
长沙市第一届农民运动会龙舟赛先后在
沙市镇举行。

多年来形成的群众体育氛围，也
为沙市镇拿下“国字号”小镇加分。该
镇有龙舟队、广场舞队、徒步队、篮球
队、足球队以及毅行、骑行等各种群众
组织50余个；龙舟赛场、室内篮球馆、
室内高尔夫球馆、网球场、门球场等10
余个体育场馆遍布各村（社区），每年
举行龙舟赛、 篮球赛等乡村体育赛事
50余次。 目前， 沙市镇已形成瑞翔滑
雪、卡丁车、水上运动等较为成熟的赤
马湖体育产业组团， 每年接待游客超
30万人次。

“今年来，我们着力整合体育资源、乡
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全力推进‘湖湘第一休
闲体育小镇’建设。”沙市镇党委书记李渔
海的头脑里有一幅清晰的“三三一”蓝图，
“以赤马湖国家AAA级景区（休闲体育与
水上运动）、蒿山森林体育公园（山地户外
运动）、湖湘耕读文化馆（群众性体育活动）
为‘三点’，以永社公路、沙赤大道、书院路
三大乡村旅游线路为‘三线’，以沙市体育
产业园（沙市工业小区二期）为‘一园’，用
心擦亮‘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这一金字
招牌。”

赤马湖畔新气象
“湖湘第一休闲体育小镇”起跑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邓立平）8
月27日，醴陵市启动2017年“大爱瓷城·金秋助学”教育扶
贫主题月活动，发放助学金184.5万元，资助家庭贫困的大
学新生448名， 其中包括65名今年考上大学的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据介绍，醴陵市从2008年开始举办“大爱瓷
城·金秋助学” 活动， 已累计资助困难家庭大学生近5000
人，发放助学金近2000万元。

醴陵资助448名大学新生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金慧 陈信）
今天下午，长沙市20家花卉苗木企业自主
发起灾后生产自救募捐倡议，现场募集善
款41万元，将重点对望城区含浦镇、雨花
区跳马镇、长沙县黄兴镇、浏阳市柏加镇
因灾受损的花木产业进行对口支援，为全
市新3年造绿大行动贡献力量。 品质长沙
离不开园林绿化。 在7月长沙超历史大洪
水中， 长沙花卉苗木产业受灾面积超过1
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20亿元。

长沙：对口支援花木产业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晓慧）今日，永州市“千名青年
下基层， 社会扶贫志愿行”15分队的志愿
者们，再次来到双牌县江村镇金滩村开展
爱心义诊。今年7月以来，共青团永州市委
从各行各业招募1000余名青年志愿者，组
成“千名青年下基层，社会扶贫志愿行”服
务队， 深入全市607个贫困村开展通信下
乡、医疗下乡、中国社会扶贫网宣传推广
等集中服务活动。到目前，共募集扶贫现
金130万元、扶贫物资价值近200万元，服
务贫困群众9万余人次。

永州：千名志愿者进村扶贫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通讯员 何梦黎
记者 肖洋桂）近日，常德市鼎城区纪委发
布消息，对不按要求开展脱贫攻坚工作的6
名扶贫队员进行了集体约谈。

自6月26日起，鼎城区纪委会同该区
脱贫攻坚驻村帮扶工作队办公室， 对全
区39支脱贫攻坚驻村帮扶工作队和30
支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驻村帮扶工
作队共219名工作队员，实行了以位置共
享、视频聊天等方式的微信定位查岗。通
过数轮检查，发现有6人擅自脱离驻村帮
扶工作岗位。为了提高认识，强化责任担
当，区委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区纪委主要
负责人对6人进行了集体约谈。

“对约谈对象，我们将继续跟踪，如
发现仍然履职不力的， 将按规定严肃问
责。”鼎城区纪委副书记陶新才说。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通讯员 陈瑛
记者 戴鹏） 株洲市“国家责任·辉煌株
洲”摄影展近日在该市规划展览馆开幕，
重点展示株洲本土摄影师们拍摄的记录
当地工业发展的摄影作品。 株洲市是老
工业基地，在新中国工业史上曾创造50
多个“全国第一”。随着时代进步，旧的生
产模式逐渐退出， 一批支撑株洲工业发
展的大中型企业在改革中焕发出新的生
机与活力。举办这次摄影展，旨在倡议株
洲本土摄影师们， 将株洲工业发展进程
用镜头定格，用图片精彩展现。

鼎城区约谈
6名违纪扶贫队员

株洲：举办工业发展摄影展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殷长青 谢定局

夕阳留晚照， 排列整齐的鱼塘水面
如镜；微风拂稻浪，水墨丹青般的画境引
来众多游客。“一场秋雨一夜凉， 下雨降
温后水中容氧量增加，鱼儿很活跃，特别
适合垂钓。”8月23日， 毗邻洞口县毓兰
镇半江风景区的半江生态休闲垂钓渔场
不时传来欢声笑语， 来自邵阳市区的刘
先生和几名“铁杆钓友”正各显神通，忙
个不停。

近年来，毓兰镇以半江3A级风景区
为龙头，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拓宽贫困人口就业增收渠道。 该镇山阳
村发挥毗邻半江风景区的优势， 引来半
江源头活水发展生态渔业， 加快了脱贫

步伐。
今年40岁的王长江是半江生态渔

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2015年， 他与朋
友在外地休闲垂钓时， 偶然发现生态养
鱼蕴藏商机， 很快与3位好友达成共识，
利用半江生态旅游风景区便利的交通和
优质水源，开展生态养鱼。当年9月，经反
复考察论证， 他们租赁山阳村九狼丘连
片200亩土地，投资200余万元，建成集
特种渔业养殖、 观光垂钓和休闲旅游接
待于一体的生态养鱼基地。

半江水库无污染， 山泉水四季长
流， 优质的水源养出活力十足的生态
鱼，一网撒下去，鱼儿纷纷往上跳，这种
会“跳”的生态鱼很受消费者青睐。“今
年端午节前一天， 就卖出1500多公斤
鱼。”王长江介绍，为了养好会“跳”的

鱼，养殖基地常年聘请专家指导，并以
每公斤0.6元的价格收购周边13个贫困
劳力从野地里割来的青草。“青草成本
低， 更重要的是能提高鱼的品质。”王
长江说。

生态养殖加休闲观光前景看好，为
带领乡亲一起致富，王长江推广“合作社
+公司+贫困户” 多元股份合作模式，保
障合作社、贫困人口在产业发展中获利，
有效推动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目
前，养殖基地建成了四通八达的行车道
以及纳凉、垂钓、亲水步行绿道，途中还
设有亲水平台和水中亭榭等。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特种鱼养
殖，再发展150亩有机生态园和200亩农
业观光区，以渔业基地为载体，对外开放
休闲垂钓，依托半江风景区旅游升温，将
半江生态渔业打造成集休闲、 娱乐、垂
钓、体验农家生活于一体的好去处，让更
多乡亲实现致富梦。”王长江说。

会“跳”的鱼 致富的路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通讯员 罗明
媚 向春颖 记者 雷鸿涛）8月28日，家住
洪江市黔城镇的梁先生从该市公安局黔
城派出所民警手中，接过被骗的2万余元
钱，感激不已。

7月初，梁先生在微信上添加了头
像为年轻貌美女子的“婷婷”，并对“婷

婷”起了好感。不久，一位昵称为“七十
年代”的网友加梁先生为好友，称自己
是“婷婷父亲 ”。“婷婷父亲 ”表示“婷
婷”身体不太好，希望梁先生多多照顾
女儿。梁先生满心欢喜。紧接着，“婷婷
父亲”表示自己不懂微信转账给女儿，
让梁先生先在微信中分几次转账给

“婷婷”2.7万元，随后他会通过银行转
账还给梁先生。此时梁先生深信不疑，
但转账后发现“婷婷”及“婷婷父亲”都
消失了。

梁先生立即来到黔城派出所报
案。该所民警通过侦查，发现“婷婷父
亲”就是住在黔城镇的黄某（男，33岁，
洪江市人）。8月22日， 民警将黄某抓
获。经讯问，黄某如实交代了自己在今
年7月冒充女性，采取“唱双簧 ”的方
式， 骗取梁先生2.7万元的犯罪事实。
黄某今年还以类似方式， 骗了其他地
方一些男子不同数额的钱财。目前，案
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婷婷”“婷父”“唱双簧”
骗得痴男心癫狂

洪江市破获一起微信诈骗钱财案

娄底树师德正师风
5万名教师共享师德师风“鸡汤”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近
日，永兴县文体广新局负责人介绍，该县旅游、地质等部门
考察人员日前在金龟镇发现一个巨型地下溶洞。走进洞内，
只见钟乳石千奇百怪、姿态万千，好似一座神秘宫殿。

这处地下溶洞位于金龟镇小田村，洞内冬暖夏凉，有柱
状、水纹状、剑状等各种形状的钟乳石，石树、石花比比皆
是，有的挂在洞顶，有的“长”在洞底，千奇百怪，栩栩如生，
景象壮观。整个溶洞长约400米，最宽处达20米，地下河纵
向贯穿全洞。 考察人员还在当地发现大大小小的地下溶洞
10多处，颇具观赏和开发价值。

经初步认证， 该溶洞的形成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
溶蚀的结果。目前，当地已组织旅游、地质部门专家，深入溶
洞进行勘探发掘。

永兴发现巨型地下溶洞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8月28日，
上海豪生酒店管理公司与湖南热市温泉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正式签订协议， 合作开发湖南桃花源温德姆至尊豪廷温泉
度假酒店项目。该项目位于桃源县热市镇云盘山，计划占地
300亩，一期投资5亿元，力争用2年时间建成集温泉疗养、
旅游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居住、商务会议于一体的服务功
能齐全的温泉度假酒店。

温德姆酒店集团是全球500强企业， 酒店管理水平居
世界前列。该集团所持有的豪生国际酒店集团自2000年进
入中国市场以来， 已在我国开设了70家4星、5星级与超豪
华酒店。常德市副市长、桃源县委书记汤祚国说，此次签约，
标志着桃源县全域旅游将上一个新档次。

温德姆酒店落户桃源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颜石敦 李贵）今天，“红领巾星
基金慈善行”走进郴州市苏仙区坳上学校，开展“爱心助学、
扶贫帮困”活动，现场为学生们捐赠体育用品100套、书包
300个、图书1000册及助学金3万元。红领巾星基金创始人、
省少工委副主任邓宇光介绍， 红领巾星基金由一群热心慈
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士发起，于2014年成立，以爱心带
动社会力量开展扶贫帮困，为山区学生送温暖，为贫困孩子
创造幸福。此次活动中，红领巾星基金志愿者和爱心人士与
坳上学校30名贫困学生“结对”，为他们提供精准帮扶。

红领巾星基金爱心助学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8月 29日

第 2017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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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 1040 5293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613 173 106049

8 5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8月29日 第2017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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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9887863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5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2 54815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06
35152
780019
5001121

12
1278
28233
186654

3000
200
10
5

1604 28 31 3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