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位抗战老兵
祭拜南岳忠烈祠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
贵）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来自全
国各地的参拜者及10位抗战老兵齐聚衡阳市南岳忠烈
祠， 共同缅怀抗战英烈， 表达崇敬和怀念之情。

“恭立忠烈祠， 以祠忠烈神， 我怀忠烈魂， 誓继
忠烈神”。 今天， 松柏掩映下的南岳忠烈祠格外庄严肃
穆， 参观人数也是平时的两倍。 不少游客在这个抗日
战争胜利72周年的特殊日子， 来到忠烈祠抗日阵亡将
士总神位前献花， 在重温历史的同时， 缅怀告慰抗战
英烈。

上午10时40分， 抗战老兵熊启福、 马海清、 全高、
刘成宣、 梁书元、 汪振仁、 李育奇、 李宽、 曹奇杰、
李启炽等10人， 在志愿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
来到南岳忠烈祠举行祭拜仪式。 敬礼、 献花……虽然
抗战老兵们均已90余岁高龄， 但他们仍然做得一丝不
苟。 几名老兵还激动地向游客和志愿者们讲述当年抗
日战争的故事， 讲到已经牺牲的战友们， 老兵们热泪
盈眶。

南岳忠烈祠位于南岳衡山香炉峰下， 是大陆唯一
的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 1996年被国务
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被中宣部公布
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11年被列入全国重
点红色经典旅游景区名录， 2014年被列为首批国家级
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名录之一。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得花

8月30日， 广东省古树名木保护专
家一行5人， 受祁阳县林业部门邀请，
再次来到该县黎家坪镇官塘村， 为这
株该县最大最古老的“樟树王” 实施
复壮复绿措施。

祁阳县林业局局长郑召宇介绍：
“官塘村这株古樟树高28米， 东西冠幅
35米， 南北40米， 胸径6.25米， 14个成
年人才能合抱， 是目前全县发现的最
大最古老的‘树王’。 通过仪器检测，

树龄1000多年。 县里已经挂牌保护。”
对当地历史颇有研究的该县大村甸教
育管理中心副主任刘大松接着说：
“这株古樟相传为唐僖宗乾符六年 （公
元879年）， 黄巢起义军所植。 据 《徐
霞客游记》 记载，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
徐霞客， 曾由衡州至祁阳官塘看古樟
树一个时辰有余， 赞不绝口， 有石刻
为证。”

今年90岁的该村村民黄知秀对记
者说： “我们村‘护樟卫绿， 子孙责
任， 切记勿忘’ 的祖训代代相传。 我爷
爷从小就给我们讲， 曾有村民爬上古

樟树掏鸟蛋， 被村里严厉处罚。” 记者
在该村族谱中看到， 清乾隆年间， 一饱
识之士在古樟下开办私塾， 教授9名学
生， 乡试时却有10人高中。 原来私塾
的厨师好学， 窗外听读， 一同报考， 金
榜题名。 此事在方圆百里引起轰动， 远
近村民护树更为勤谨。

近年， 该村村民还自发成立了古
树保护协会， 在古樟树四周修筑了护
栏， 护栏外铺上透气砖和绿草皮。 村民
们轮流为古樟树浇水施肥， 从未间断。
如今， 村里在古樟树荫下设有石板凳，
这里成为村民闲暇时主要的聚集地。

湖南日报记者 聂廷芳 王文隆

太史公曰：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
之变， 成一家之言。” 行走浏阳市古港
镇， 两天不能尽览其胜。 古港是一册书、
一部史， 以“天人” “古今” 的太史公
思维来读， 古港有超人的资质、 深远的
内涵。 9月初， 浏阳市两型产业园管委会
主任杨沅光做“导游”， 记者前往古港
“攻书读史”。

史前面朝大海，
如今背倚连云

古港，曾经可以看海。地质学界认为，
距今4.437亿年的志留纪开始，至1.455亿
年前的侏罗纪末，约3亿年里，湖南的东
部、西部、北部为大陆，中部、南部为一大
海湾。古港镇，承接今长株潭益至郴州、永
州的大海，是湘东陆地的大陆架。

1.455亿年至6550万年的白垩纪， 湖
南中部、 南部隆起为大陆， 古港地壳上
升， 与雄伟的连云山脉连为一体。 距长
沙市区约50千米、 古港镇北缘连云山主
脉之中， 有石柱峰矗立云霄 ， 海拔
1359.7米， 高于南岳祝融峰的1300.2米，
系长沙方圆70千米内的最高点。

古港域内， 海拔从1000多米， 下降
到数十米， 落差极大； 山地、 丘陵、 河
网、 风化平地、 冲积平原地貌俱全， 山、
水、 林、 泉、 瀑、 峡、 湖自然景色壮丽。
古港域内， 多为板页岩风化的土壤， 土
层深厚， 保水保肥， 适种性广， 林茶果、
粮油蔬菜、 水产畜禽出产丰厚， 是农耕

文明的古老沃土。 数千万年以上发育、
稳定， 山体几无大的滑坡、 泥石流， 适
宜人居。

1991年8月， 浏阳市出土了旧石器
时代的打制石器， 证明距今15万年至20
万年， 人类在此繁衍定居。 亿万年以来，
先是沧海、 后为桑田， 造就古港众多地
理奇观； 古港的农耕文化、 现代文明，
源远流长， 历久弥新。

山川天地之间，
上苍诸多造化

看连云山去！
9月2日， 记者驱车古港境内连云山

主脉。 从山口上山13千米， 到达宝盖寺
村白果组。

泥巴筑墙的古民居前， 一公一母两
棵“夫妻银杏”， 新叶漫天， 古枝接日，
游人流连。 四面天空晴朗无云， 海拔
1311.7米的宝盖峰， 却是云雾翻腾， 无
法识其真面目。 当地78岁的曾老爹说：

“‘夫妻银杏’ 有1400年历史。 白果组是
高山养生宝地， 90岁不稀奇。 130名居
民中， 百岁寿星就有两个。”

宝盖山腰， 有宝盖寺， 发轫不可考，
书载“距今1600多年历史 ， 盛于唐 、
明”， 当为晋寺， 建筑群巍峨宏大。 大雄
宝殿高达30米， 供奉的汉白玉佛像重
603吨， 由一整株椆树做成的香案重8
吨。 寺院周围山峦叠嶂， 宝盖湖碧波荡
漾， 风景如画。 住持佛光法师介绍， 宝
盖寺古为湘东佛教祖庭， 史上声名显赫，
有记载的大德高僧， 多达349位； 现存
祖师古墓灵塔， 约240余尊， 比肩嵩山
少林寺的231座墓塔。

连云山深处皇龙峡，位于古港镇梅田
湖村，是避暑胜地，辟有原始次森林峡谷
漂流，是全国唯一“双河道”、湖南首家“空
中漂流”景区，每年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古港镇境内， 还有连云山脉中坪森
林探险， 建于1958年的梅田湖中型水库
景区， 占地600余亩的浏阳市观赏植物
园， 湖南省及平浏醴苏维埃驻地， 以及
聂公庙、 狮山书院、 狮山八景等名胜古
迹， 古港镇实为湖南罕有的旅游资源大
镇。

美食推陈出新，
旅游榜上有名

浏阳河九道湾，上游一个大湾“生下”
古港镇，1700多年历史文化载入了方志。
因地制宜，古港农业发达，有蔬菜、水稻、
花木、小水果、畜牧、烤烟六大支柱产业，
年产小水果上万吨，优质稻1.3万吨。

百余年来， 古港菜闻名于世。 清朝
末年， 古港种植蔬菜外销， 现今复种面
积2.6万亩， 直销中南5省。 “古港打喷
嚏， 长沙得感冒”， 说的是古港菜在长沙
红星、 马王堆市场占比较大。

早在1999年， “浏阳市现代农业
园” 落户古港， 2012年更名“浏阳市两
型产业园”。 园区发力绿色食品、 绿色材
料， 卖原料变为卖美食， 聚集了湘典、
飘香、 彭记轩等40多家食品企业。 引进
了10多个“预制菜” 项目， 打造园中
园———湘菜产业园， 生产“懒人菜 ”

“酒店菜”， 拥有“聪厨” “捷厨” “如
意厨” “甜厨” “厨娘” 等品牌， 年产
值达5亿元以上。 园区名列全国农产品加
工示范基地、 湖南首家特色食品产业园、
湖南省农业科技产业园。

“到古港看油菜花海， 看稻田福
娃！” 这两件新闻， 省内外媒体曾广为刊
播。 古港把农业、 休闲旅游“合体”， 年
接待游客55万人次， 拥有松山屋场等一
批“明星屋场”， 建成了3座优质葡萄采
摘基地、 6片共2.7万亩油菜花海， 及松
山科普园、 拓展训练基地。 梅田湖村名

列“国家级美丽乡村示范区”， 梅田湖水
库擢升为省级水利风景区。 古港乡村旅
游， 正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浅海孕育珍宝，
工业描彩古镇

9月1日， 一群浙江大学老校友来到
古港镇， 实地选材， 花30万元购买一座
菊花石雕， 馈赠母校。

古港是中国重要的菊花石产地。
1992年， 在古港镇磊狮山， 发现全球唯
一的彩色菊花石， 色彩丰富， 花型多样，
可打造成高档、 大件菊花石雕， 艺术价
值和收藏价值比传统菊花石更高。 湖南
省地勘局402队地质详查， 古港探明两
个彩色菊花石矿体， 资源储量60.48万
吨。 彩色菊花石的发现， 无可争议地证
明了古港镇极为古老的“地球资历”。

2.7亿年前的二叠纪， 地球上96%的
物种灭绝。 古港地处大海湾东缘， 是大
陆架浅海， 海洋生物随地质运动深入地
壳， 经数亿年高温高压， 凝聚成了举世
罕见的天然彩色菊花石， 全球唯有古港
出产。 我国原地矿部将菊花石列入宝玉
石类， 彩色菊花石更是宝玉石中的瑰宝。

除了菊花石， 古港的传统工业还有
花炮、 化工、 建材、 机械制造、 高新技
术产业； 工业企业发展到118家， 2016
年总产值94亿元， 其中规模工业生产总
值61亿元。 园区被列为长沙市创新型园
区， 孵化48家科技型企业； 引进和开发
新技术、 新产品50多项， 申请专利265
件； 有国家驰名商标、 省著名商标和省
名牌产品10个。

古港园、 镇合一后， 共建共享， 冲
刺省级工业园区、 浏阳经济发展新高地。
紧扣自身历史和地理条件、 独特优势，
古港镇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实在， 内力充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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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芒果音乐节
在昭山火爆上演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
员 彭婷)你感受过踩着沙滩、吹着椰风、跟
着音乐尽情摇摆的节奏吗？ 你体验过在水
上乐园一边畅玩一边与明星近距离接触
吗？9月2日至3日， 首届芒果音乐节在湘潭
市昭山示范区城市海景水上乐园(简称“水
上乐园”)精彩上演，水上乐园成了一片欢
乐的海洋。

水上乐园共设置了芒果舞台、潮舞台、
萌舞台， 三大舞台不间断演出。 歌手蔡健
雅、陈楚生、黄家强、林宥嘉等先后登场，用
一首首经典歌曲唤醒了大家的听觉记忆，
引发现场万人大合唱， 点燃了音乐节的激
情。龙井说唱等乐队与乐迷们一起，将各种
类型的音乐玩到极致， 现场掌声与欢笑声
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创建单
位，昭山示范区紧紧围绕“文化立区、旅游
兴区、产业强区”的目标，致力培育文化旅
游、文化创意、艺术品业、数字文化等四大
核心文化产业。 芒果音乐节源自湖南广电
的芒果品牌， 由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倾力打
造， 是湖南广电旗下首个原创的音乐节品
牌。

刘娟丽 颜石敦

近日，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甘
棠村的欧桂柱夫妇，给郴州市救助管理站
送来一面锦旗，感谢该站帮助他们找到了
女儿欧秀云。这是郴州市首个流浪滞留人
员通过DNA比对寻亲成功的救助案例。

去年3月31日， 郴州市公安局苏仙
分局栖凤渡派出所民警，把一名年轻女
子送到了市救助站。 大家通过仔细询
问， 发现这名女子是个精神病患者，无
法说出任何身份信息，只好把她送到市
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

像这个女子一样，因无法说出自己
的身份而滞留在郴州市救助站和医院
的流浪人员有160多人。

今年春，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派
人来到市救助站，采集所有因无法说出
身份而滞留在站里的救助对象的血样，
然后输入公安内部打拐系统。

7月， 这名年轻女子的DNA和韶关
的欧桂柱比对上了。 原来女子的父母为
了寻找女儿报了案，民警也把报案者的
血样信息输入了打拐系统。

为了进一步确定双方的亲子关系，
8月中旬，广东省乐昌市（因女子嫁到乐

昌） 公安局民警来到郴州市救助站，重
新采集了该女子的血样，带回去进行比
对，结果显示双方为亲子关系。

女子叫欧秀云，今年29岁，患有精
神病。 走失前，她发病厉害，迷迷糊糊走
出了家门， 一路流浪到了郴州市栖凤
渡，幸亏被民警发现送到了救助站。

“现在， 我们每个月都会把新近滞
留人员的血样采集输入公安部门的打拐
系统， 希望有走失亲人的家庭尽快到当
地派出所报案， 并采集血样， 方便寻找
走失亲人。” 郴州市救助站副站长余治
军说。

囤积硬卧车票
650多张

怀铁公安侦破一起
网上圈票、囤票案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
员 刘亚平） 怀化铁路公安处今天发布消
息：经过缜密侦查，该处在吉首市侦破一起
冒用他人身份证号码圈票、囤票案，抓获嫌
疑人1名，打掉非法窝点1个。

近期，怀化铁路公安处根据网络售票
信息分析：吉首市出现网上圈票、囤票迹
象。为打击非法倒票活动，怀化铁路公安处
迅速组织精干力量， 于9月1日赶赴吉首
市，摸清了嫌疑对象和作案地点。当天下午
5时许，民警迅速出击，在吉首市人民北路
某小区，将1名嫌疑人当场抓获，并缴获车
票数张，作案电脑1台。

经审查，嫌疑男子袁某，49岁，吉首市
人。据袁某交代，2017年7月至今，他通过

“军残”票的形式和席位复用的方式，冒用
多人的身份证号码，进入网站注册账号后，
在互联网上进行圈票、囤票违法活动，先后
囤积各种车次的硬卧车票650多张， 其中
200多张车票已支付， 票面总价值1万余
元。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查中。

向抗战老兵致敬
邵阳举行关爱抗战老兵系列公益活动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戴勤 通讯员 周玉意）今
天上午，2017年“关爱抗战老兵，感恩有你”———邵阳市纪
念抗战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邵阳市恒大华府营销大
厅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社会救助基金会关爱抗战老兵
公益基金主办，活动旨在宣传抗战老兵的故事，呼吁社会
关注抗战老兵，推动兴起关爱抗战老兵的活动热潮。

据悉，邵阳尚有抗战老兵157位，他们平均年龄96岁，
最大年龄102岁。本次活动分为“社会各界关爱老兵活动”
的图文展和“关爱抗战老兵，感恩有你”读书朗诵活动两
部分进行。图文展分《关爱抗战老兵公益活动》《幸存抗战
老兵》和《抗战老兵婚纱照》三个主题展出，展出时间为一
周，展出的上百幅照片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公开。在《抗战
老兵婚纱照》中，武冈市水浸坪乡石林村抗战老兵杨太钊
夫妇的婚纱照，是在今年“七夕”节刚刚补拍的。

当天下午，“关爱抗战老兵，感恩有你”读书朗诵活动
在邵阳市湘中图书城举行。 湘中图书城将针对青少年举
办“抗战胜利72周年图书活动月”系列活动，通过聆听抗
战老兵讲述红色岁月故事、 参加红色主题知识竞赛和抗
战故事演讲比赛、读书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学习抗战
英雄，继承先烈遗志，珍惜幸福生活。

当天的活动还为抗战老兵募集到各类生活必需品10
万余元。
� � � �又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关杨博） 9月2日清晨，
邵阳市“义跑接力纪念抗战胜利” 活动在绥宁县绿洲广
场开跑。

此活动得到邵阳市跑友的广泛响应， 从绥宁出发，
依次经过城步、 新宁、 武冈、 洞口、 隆回、 邵阳县、 邵
阳市、 新邵、 邵东， 总里程约365公里。 480名跑友参
与， 9月3日凌晨到达活动的终点———邵东县政府。 目
前， 跑友向抗战老兵捐款近万元。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方文化地理，兴一方业———

古港，从2.7亿年前走来

传承祖训护千年古樟

DNA比对喜寻亲 流浪女子回了家

光伏产业
助脱贫
9月3日， 道县蚣

坝镇豹岩村已并网发
电的光伏发电场， 工
作人员在清除杂草。
去年以来， 该县投资
982万元在53个贫困
村发展光伏发电产
业， 发电收入用于弥
补贫困村集体经济空
白。 今年底， 光伏发
电场将全部建成并网
发电。

何红福 陈洪江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9月 3日

第 2017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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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0 1040 1341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55 173 234415

3 9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9月3日 第2017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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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61434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6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7401779
0 42218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56
43195
806982
8581566

25
1428
27674
294164

3000
200
10
5

0121 25 31 3323

双牌评出
“十大名菜”“十大名特”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黄慧
萍） 9月1日， 历时一年的双牌“十大名菜” “十大名
特” 评选活动落下帷幕， 茶林酒糟肉、 潇水剁椒河鱼等
分别入选“十大名菜” “十大名特”。

2016年， 该县以创新旅游亮点为目标， 大力挖掘
源于双牌， 并在双牌具有悠久历史、 广泛影响和良好社
会反响的美食， 及与之相关的美食材料、 美食产品、 美
食制作人、 美食产地和企业等。 经过调研挖掘、 全民推
荐、 网友评选、 大众评议、 组委会评审、 县委常委会研
究， 该县评选出双牌“十大名菜” “十大名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