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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李青松）9月1日， 在沅陵县官庄镇辰龙关
碣滩茶庄园，民工们正在溪边忙着铺建游步道。
茶园里郁郁葱葱，一垄垄茶树首尾相接，清澈的
溪水在山脚蜿蜒流过。

“建设辰龙关碣滩茶庄园，是沅陵推动茶旅融
合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沅陵县委书记钦代寿介
绍，庄园将打造成集茶文化旅游、养生、休闲、体验
于一体的观光带。该县以此为核心，推进三乡五镇
百里茶廊15万亩现代农业融合产业园建设， 促进
茶产业转型升级，带动1.5万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作为全国重点产茶县， 沅陵县近年来以供给
侧改革为主导，把发展茶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精准

脱贫“一号工程”来抓。县里严把品牌、商标、质量、
市场等“关口”，建好“潇湘＋碣滩茶＋企业商标”3
级商标体系，支持碣滩茶申报中国驰名商标。同时,
开展碣滩茶品质发掘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红茶、黑
茶、 大宗茶标准化生产及夏秋茶资源综合利用等
科技项目攻关，实现碣滩茶从单一绿茶到绿茶、红
茶、黑茶多类茶一齐发展。该县还充分发挥资本市
场作用，推动企业改制上市。建立线上、线下、人脉
三网分销渠道，在北京、上海、黑龙江等地开设沅
陵碣滩茶·大茶网体验店600多家。

为推动碣滩茶从单一产业向茶旅养融合升
级，沅陵县今年投资近2亿元，用于茶叶加工及产
业园建设。已建成辰州碣滩茶业产业园、凤娇碣滩

茶业产业园，并启动官庄碣滩茶文化产业园建设，
开发特色茶旅线路3条。凤娇碣滩茶业产业园是茶
旅融合发展、“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拥有省内
最先进的全自动清洁化生产线， 能生产绿茶、红
茶、黑茶、白茶4种茶，年加工能力达1万吨。该项目
一期工程已完成，新建成示范休闲观光茶园1000
亩、观光工厂和旅游体验馆3500平方米，成为当
地重要茶产业基地与旅游观光景点。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
员 刘魁春 邱鹏）近日，记者来到省级贫困村衡
阳县台源镇磐江村，见连片荷塘里，朵朵荷花亭
亭玉立，一个个莲蓬果实饱满。村里66岁的贫困
村民冯吉阶正在荷塘里采摘莲蓬。今年，冯吉阶
家种了30多亩湘莲， 可收获3000多公斤莲子，
按每公斤20元计算，能卖6万多元，摘掉贫困帽
不成问题。

据介绍， 今年磐江村共流转水田1300多
亩，全部种植高产的太空莲。村里成立湘莲种植
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生产，负责统一对接市场。

目前，全村57户贫困户加入了合作社。
衡阳县种植湘莲历史悠久， 尤以台源乌莲

粒大质优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为开辟精准扶贫
有效途径，壮大湘莲产业发展，今年，该县按照
“一线六片二基地”规划，重点选择西界线及湘
西草堂片、夏明翰故居片和渣江、台源等地，创
建湘莲种植示范基地。 全县共推广种植湘莲
1.13万亩，亩均收入可达1800元以上。

衡阳县还对贫困户及湘莲种植大户予以贷
款支持和种苗补贴。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1000
万元， 对种植湘莲50亩以上的大户给予每亩

500元补贴。目前，全县已培植湘莲种植大户57
户。全县湘莲生产全部实现标准化，大力推广台
源乌莲品种，并先后引进太空莲36号、寸三莲等
新品种， 全部荷田按“湘莲标准化生产技术规
程”组织生产，产品达到绿色无公害标准。

同时， 衡阳县在曲兰、 渣江等湘莲基地沿
线，整合周边名人故居、自然景观等，开辟“百里
荷花百里香”赏花、观景、思贤旅游线路，打造湘
莲产业风光带。目前，已在夏明翰故居、彭玉麟
故居、 琼瑶旧居、 曾熙故居等景区种植湘莲
4000亩，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景赏莲。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任泽旺 )9月11日， 在第十
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
会上，多语言学习平台“全球说”与永
州市共同举行《全球说———传奇女书》
首发式，并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推动
“江永女书”方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
作。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合作伙伴
“全球说”牵头开发的《全球说———传奇
女书》主题课程，是在女书研究专家、清
华大学赵丽明教授的指导下， 组织永州

市和江永县的相关专家及女书传人共同
合作完成的国际首部“江永女书”先导课
程。该课程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动
画相结合的形式，力图成为介绍女书、传
播女书和研习女书的入门课程。 双方在
合作书中商定， 在永州开展包括设立语
料采集与多语言推广基地在内的多项合
作。下一步，“全球说”将以建设《世界语
言地图》课程平台为契机，将“江永女书”
树立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保护的
经典案例，力推“江永女书”早日“申遗”
成功。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彭婷 ）今天，湖南（昭山）国际
创意港和大健康产业孵化基地（简称
“孵化基地”） 启动仪式在湘潭市昭山
示范区举行，8家文创企业、 大健康类
企业和项目团队与孵化基地集中签约。
这将有力推动昭山创新创业工作，为更
多创业者创造机会，搭建舞台，实现梦
想。

孵化基地位于昭山两型产业发展中
心，首期孵化面积近3000平方米。它立
足昭山，面向长株潭，辐射湖南省，旨在
依托昭山生态人文产业定位， 借助昭山
的区位优势和人才集聚优势， 围绕影视
传媒、工业设计、动漫游戏、旅游会展、保
健食品等方向，构建完整的大文化、大健

康产业创新创业生态链， 着力打造国家
级创新创业示范区。

孵化基地分为创业孵化区、 项目
展示区、创业培训区、综合服务区，由
湖南正润创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运营。 运营团队将为入驻企业提供创
业辅导、联合办公、展示展览等九大类
服务。

昭山示范区管委会主任黄劲松表
示，孵化基地的正式启动，是昭山加快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湖南健康产
业园核心园区建设，打造文化创意和大
健康等主导产业的又一重大举措。园区
将举全区之力，营造更加开放、开明的
发展环境， 为入园企业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的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艳

9月9日，湖南理工学院新生报到日，迎来
了2名特殊新生：一个是“小鬼”邓佳沁，还不到
15岁，读旅游管理专业；一个是“高人”邓淳，身
高2.13米，学器乐。他们的到来，让人惊喜也让
人着急。

邓佳沁脸上挂着腼腆羞涩的笑容， 看起来
特别可爱，因为年龄较小，让人特想照顾她，助
理班主任敖榕梓悉心指导她报到的流程。 邓佳
沁的母亲告诉记者：“当年入学早，5岁就直接读
二年级，三年级也跳过了，所以很担心她在大学
的生活。我想搬来岳阳，陪她上大学。”

邓佳沁却说:“父母在外地打工，很不容易。
我是一个大学生了，可以独立生活、自主学习，
我不想父母太劳累。”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邓淳则是“高人一等”，
他身高达2.13米，主修长号，今年被该校音乐学
院录取。

看到寝室的标准床铺只有2米长，邓妈妈发
愁了。她跟辅导员道出了自己的困惑。湖南理工
学院院长卢先明获悉后， 决定暂时安排邓淳住
在研究生宿舍；请后勤部门跟厂家联系，为邓淳
量身定制“加长床”。

邓爸爸颇为感动：“看到学校为孩子解决问
题这么及时、周到，我们放心！”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刘三祺

“如果不是你们处理及时，技术过硬，我
都不知道我和孩子会怎么样。”9月10日，绥
宁县中医医院妇产科病房内， 看到身旁安然
熟睡的婴儿， 丁女士对前来查房的医护人员
满怀感激地说。

9月7日晚上19时22分，绥宁县中医医院
门诊一楼大厅，孕妇丁女士在丈夫的搀扶下，
正一步一挪地准备入院办理分娩手续， 可还
没走到办理手续的窗口， 丁女士突然搂着肚
子，一声惨叫！

该医院门诊西药房药师夏丽娜听到呼
喊，立即跑了出来，只见孕妇表情痛苦、脸色
苍白、大汗淋漓，经查看，发现此时孕妇羊水
已破，婴儿头部已经显露出来。“情况紧急，已
经没有时间将产妇送到产房分娩。”经验丰富
的夏丽娜一边让丁女士斜躺在丈夫怀里，一
边紧急呼叫急诊科医生， 并打电话通知已经
下班的妇产科医生赶快到大厅来。

急诊科医护人员迅速送来推车和担架
车，大家把产妇扶上担架车，铺好无菌垫单，
并围成人墙，安排人员进行外围疏导，避免路
人影响产妇分娩。

下班还没走远的妇产科医生唐珍湘接到
电话后火速赶到现场。她打开无菌产包，戴上
无菌手套，就在大厅里展开了接生操作，整个
过程行云流水。

19时25分， 一名女婴伴着羊水降生。此
时婴儿脐带绕颈一圈， 医护人员立即给婴儿
清理了呼吸道和鼻腔分泌物， 解开了绕颈的
脐带。产妇母女平安，大家这才推着担架车，
一路小跑将产妇和婴儿护送到了妇产科病
房。在护送产妇的过程中，医护人员给产妇做
心理疏导，产妇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

医院的监控录像显示， 从孕妇蹲下到医
护人员护送母女进妇产科病房， 全程只有短
短6分钟。

茶园变庄园 庄园成景点
沅陵茶旅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水田变荷田 荷花香百里
衡阳县推广种植万亩湘莲

宝宝着急大厅出世
医护围成人墙接生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王茜 ）
今天上午， 第四届全球跨境电商光谷
论坛湖南峰会在长沙高新区麓谷举
行。来自智利、秘鲁、以色列、马来西亚
等国的电商平台和阿里巴巴、 海翼电
子、御泥坊、百度、懒猫旅行等全球知
名企业代表参加。

这次峰会由省商务厅、长沙市商务局

指导，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主办，以“新联结、
新业态、新动能”为主题，探讨跨境电商合
作创新联结模式等，开展沟通交流，共享全
球电商发展成果。

近年来， 长沙高新区大力发展电子
商务与外向型经济。去年，高新区电子商
务交易额超过4350亿元，其中跨境电商
年交易额突破5亿美元。

跨境电商光谷论坛湖南峰会举行

“小鬼”15岁，“高人”2.13米
湖南理工学院特殊新生让人惊喜让人急

国际首部“江永女书”先导课程面世
《全球说———传奇女书》在京首发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何云雄

读女书、唱女歌、写女字……9月9
日晚， 江永县上江圩镇夏湾村活动中心
灯火通明， 书声琅琅，30多名中年妇女
在读写女书。这是夏湾村村民、75岁的周
惠娟开办的“女书学堂”，每天晚上免费
教授女书；她还开设了网络学堂，为全国
的女书爱好者授课。

女书， 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唯一女
性文字， 在上江圩镇及周边一带的妇女
中流传，属中国非遗文化保护项目。由于
受制于“母传女、老传少”的传承方式和
“人死书焚” 习俗的掣肘， 上世纪90年
代，江永女书自然传人相继离世，会阅读
和书写女书的人越来越少。

6岁时就跟着姑姑、大姐熟读女书的
周惠娟，而今是江永县知名女书传人。周
惠娟说，女书，世世代代激励着当地女性
如何自尊、自立、自强。如《训女词》里写
道：女儿出嫁后，要尊老爱幼、助夫创业、
勤俭持家、邻里和睦。

“女儿、孙女、孙媳妇已经学会了女
书，我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女书，认识女
书。”周惠娟说，她2007年在村里办起了
幼儿女书培训班，没想到村里有50多名
10岁左右的小孩报名学习。

整天书写、读唱，家里的事顾不上，
办培训班还不收学费，就连购买扇子、粉
笔、手帕等教具的钱都倒贴，而那时家里
不富裕……2008年，开班仅一年的女书
培训班因经济原因被迫停办了。 往后几
年，周惠娟没歇着，每天写女书字画。由
于她的作品精美，众多来访者争相购买，
甚至一些学者也前来拜师。 周惠娟告诉
记者，近年来，她每年仅售卖女书字画就
可赚1万多元。

到2016年，慕名登门求教的人越来
越多，周惠娟在老伴支持下又办起了“女
书学堂”。对外地学员，周惠娟把她们留
在家里吃住，收一点伙食费。

一年多来， 周惠娟接收的女书学员
近200人，许多学员都是来自外地的女书
爱好者。最近，她还接待了来自中南民族
大学、湘潭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的
师生。目前，大部分学员都不在“学堂”听
课，而是通过网上听课，定期邮寄作业，
请周惠娟批改。 周惠娟欣慰地说：“有20
多名学生已经以优异成绩‘毕业’了。”

周惠娟介绍说， 从去年9月开始，她
正在编写一本《女书读唱本》，以女书文
字记录古代女性的故事和传统习俗，预
计明年完成，“我要坚持为女书传承保护
尽自己一份努力，直到走不动的那天。”

七旬女书传人，网上开课授徒

昭山示范区
创新创业有了“孵化器”

9月10日，新宁县清江桥乡连河村，村民在放牧鹅群。近年来，该乡利用境内河流多、水域宽广
的优势，引导贫困村民发展水上种养产业。目前，已落实网箱养鱼、养龙虾、水上养鸭、养鹅、种植莲
藕等产业10余个，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郑国华 雷雯娟 摄影报道

以产业扶贫 拓增收渠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194799
0 2374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10
651
7636

3
17
141

1684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1509
81495

243
157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9月11日 第2017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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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3 11 17 23 25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9 月 11 日

第 2017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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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1040 4461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44 173 146012

3 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