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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一大早， 新化县油溪乡东
方红村12组村民伍余光将“烈属光荣”
红牌子， 端端正正地挂在大门上。 当
天， 他还代表烈士遗孤向新化县民政
局敬赠“清正廉明， 优抚楷模” 牌匾。
这中间， 说起来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伍余光的父亲叫伍芬阶， 70多年
前， 参加了湘中人民自救会， 开展地下
革命武装斗争， 并成为游击队骨干。
1949年3月21日凌晨， 接上级密令， 他
与30多名队员实施“河东暴动”， 攻打
永安、 永清两个伪乡公所。 他们夺取枪
支弹药后， 向兴让乡鸡叫岩 （今吉庆
镇） 仙人桥、 芦茅冲方向转移， 途中遭
到伪警察和自卫队300多人追堵， 暴动
失败， 康伦才、 卢国柱、 吴成福、 伍芬
阶、 伍蔚湘等5人先后牺牲。

解放后， 康伦才、 卢国柱、 吴成福
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其家属
享受了烈属待遇。 伍蔚湘、 伍芬阶两人
因种种原因被遗漏。 “文革” 期间， 康
伦才等3人的烈士身份被无端否认， 烈
士墓被毁， 光荣匾被砸， 家属受到诬陷
打击， 伍芬阶的儿子伍余光等人更是

被骂作“土匪崽子”， 受尽了侮辱。
“我父亲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

提起父亲和自己的苦难家史， 伍余光
不禁热泪盈眶，“母亲在3年自然灾害中
活活饿死了……”

改革开放后， 为了帮助恢复烈士
名誉， 数名战友多方奔走呼吁， 并提供
历史证据和实物， 经过努力， 有关部门
首先给康伦才恢复了烈士名誉。

2011年10月16日， 新化县原县委
常委、 常务副县长， 后任娄底市水利局
党组书记、 局长的康必泰作为当时的
见证人， 在书面证明中写道：“我是兴让
乡自卫队的一员， 亲眼看到被捕的卢
国柱、 吴成福等5位同志被捆绑在大地
主院内的屋柱上， 也亲眼看到这5位同
志被伪县警察局、 自卫队枪杀在吉庆
田垅里……” 2013年5月， 新化县原县
长、 邵阳医专副厅级离休干部彭本武
等老同志带着相关证明材料， 到新化
县民政局申请， 希望能为烈士正名，
《娄底晚报》以《为了告慰战友的英灵》为
题进行了报道。

“只要证据充足，不管时间过去多
少年，也要为烈士正名！ ”新化县民政局
收到烈士评定申请材料以后高度重视，
立即组成调查组，派人调查核查，通过

走访座谈、到档案馆查阅资料、翻阅老干
部回忆录等方式，仔细比对和甄别信息，
终于找到了有价值的证明材料。

2010年11月， 中央党史出版社出
版的 《中国共产党新化历史》 一书记
载：“……由于双方力量悬殊， 加上自救
会队员缺乏作战经验， 寡不敌众， 暴动
队伍溃败， 康伦才、 卢国柱、 吴成福、
伍芬阶、 伍蔚湘牺牲， 其余队员凭借熟
悉地形逃脱。 河东暴动失败后， 国民党
反动当局对湘中人民自救会进行残酷
镇压， 卢国柱等5人的头颅被割下， 悬
挂于城门示众， 杨定、 邹中条等骨干被
悬赏通缉……”

调查组在新化县档案馆查阅到了
时任国民党新化县长的指令、 伪警察局
长的请功电报， 印证了5名革命者被枪
杀的事实。 他们在部分老同志的回忆录
里， 也找到了关于“河东暴动” 和革命
者牺牲的事实。

证据和证明材料充足后， 新化县民
政局逐级递交了烈士评定书面请示和
附件材料。今年7月，省政府下发了批复：
“根据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革命烈士
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规定，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评定伍蔚湘、 伍芬
阶、卢国柱、吴成福为烈士”。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 � � �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刘洪） 今日清晨， 沅江市集结渔
政执法人员、 公安特警等100多人， 展
开拆除有害渔具“迷魂阵” 专项行动，
对“迷魂阵” 中竹篙、 毫蔸、 网片等附
属设施一一拆除。 该市自9月24日启动
这一专项行动， 力争在今年10月底前，
对东洞庭湖漉湖约70平方公里水域所有
“迷魂阵” 进行拆除。

“迷魂阵” 是让鱼类能进不能出的

定置网。 拦网由岸边延伸至湖中， 引导
鱼类游入围好的水域并进入“袋子”。
“迷魂阵” 的存在使洞庭湖中鱼类资源被
过度捕捞， 造成生态破坏。

沅江市将拆除“迷魂阵” 作为保护
洞庭湖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通过摸底调查， 查明该市东洞庭湖漉湖
水域的“迷魂阵” 主要分布在上、 下漉
湖核心区。 此外， 黄花滩、 上下鲤鱼
湖、 龙潭沟、 简易闸、 沅岳河也有小部

分， 总面积约70平方公里， 共有“迷魂
阵” 毫蔸1.05万个、 网片近200万米、
竹篙近100万根。 受水位和环境影响，
无法动用机械拆除， 只能用原始的人工
刀砍方式， 且该区域“迷魂阵” 地理位
置偏僻、 面积大数量多， 拆除难度大。
为此， 沅江市成立了拆除东洞庭湖“迷
魂阵”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制定了详细
周密的拆除工作方案。 目前， 拆除行动
进展顺利， 已砍除漉湖水域竹篙33万

根， 拆除网片66万米， 销毁毫蔸3100多
个。

同时， 沅江市通过检查验收和专项
督查， 确保整治彻底， 严防死灰复燃，
有效保护洞庭湖渔业资源， 维护良好湿
地生态环境。 并广泛开展 《中华人民共
和国渔业法》《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 引导渔民使用
正规、 合法渔具捕捞， 或转向其他行业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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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金秋10月， 新田县恒丰富硒大米种
植专业合作社3000亩稻田里稻浪起伏，
一派丰收景象。 该合作社负责人邓小菊
高兴地说： “我们用农村土地流转证获
得银行为期5年的400万元贷款， 使合作
社生产经营上了一个大台阶。”

据介绍， 新田县积极破解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融资难， 推动全县农业产业迅
速发展。 2015年以来， 银信部门共向该
县112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授信3.9亿元，
累计投放贷款1.69亿元,全县流转耕地达

17万多亩， 超过了耕地总面积50%。 涉
农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家庭农场、
专业大户等发展到600多家， 全县富硒
农产品年产值超过20亿元。

长期以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
存在融资难， 制约了农业产业发展。 新
田县东升农场就曾面临着资金困难， 该
农场负责人刘道忠说： “以前想通过土
地抵押来贷款， 但农场的土地涉及上千
户农户， 抵押贷款不现实。” 2014年，
新田县抓住被列为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整县推进试点县、 全

国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县
的机遇， 创造性地对流转期限在3年以
上、 流转耕地面积在50亩以上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 颁发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证。 流入方能够用该证作抵押， 向银行
申请贷款， 从法理和农村现实层面， 有
效缓解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
问题。

同时， 新田县建立县、 乡、 村三级
土地流转服务平台， 建成103个村级金
融扶贫服务站，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农户办理信贷提供便利。 还为办理农村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企业法人代表购
买人身意外伤害险， 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购买农业产业险， 降低银行贷款风险。
去年9月， 东升农场就以农村土地经营权
流转证作抵押， 贷款3200万元， 进一步
扩大种植规模， 实现年产值1.5亿元。

土地确权颁证 融资不再为难
新田112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银信部门授信3.9亿元

启动专项行动 保护渔业资源
沅江月底拆除70平方公里水域“迷魂阵”

首届“湖南援疆韶山初中班”
开班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吴晟）
今天上午， 首届“湖南援疆韶山初中班” 在韶山市实验
中学正式开班， 40名来自新疆吐鲁番的学生将在这里
开启为期3年的初中生活。 这也是全国首例在疆外举办
的内地初中班。

据介绍， 我省将援疆内地初中班选在韶山， 是将文
化课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的有益探索， 是促进民
族交流交往交融、 提升爱国爱家爱民情怀的湖南教育援
疆的又一次创新。 湖南省、 湘潭市及韶山市投入了大量
资金， 为该班改建了教室、 学生公寓， 单独建立了学生
清真食堂， 统一配备了中央空调、 热水器、 洗衣机等各
类生活设施， 并调配最优秀的师资在班上任教。 在今后
3年的学习中， 韶山实验中学将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为
学生均衡设置课程， 并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进行适应调
整， 通过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保证学生和谐、 全面发
展， 不断加强地区之间的教育交流， 增进各民族之间的
感情。

确保三分之二警力在岗

长沙“双节”接警总量同
比下降7.84%
� � � �
� � � �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张耀华 )
国庆、 中秋长假期间， 长沙公安机关每天确保三分之二
警力在岗， 确保广大群众平安祥和欢度佳节。 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了解到，“双节”期间全市接
警总量同比下降7.84%， 全市社会治安形势平稳有序。

长假期间， 长沙公安机关各单位、 各警种民警认真
履职， 纷纷深入社区、 商场、 景点、 车站等公众聚集场
所， 加强管控， 提高见警率。 针对旅游景区游客量增
多、 治安形势复杂的特点， 长沙警方坚持日清夜巡、 打
防结合， 加强景区安保。 国庆节、 中秋节两天， 先后投
入安保警力近5000人次， 确保焰火燃放等大型庆祝活
动安全顺利进行。 同时， 窗口部门放弃休息， 搞好服
务； 交警部门依托大数据， 结合历年国庆节期间道路交
通特点， 开展专题分析研判， 科学安排警力上路执勤，
加强路面及景区交通疏导， 确保群众出游平安。

“吴简故里”焕新颜
陈新

刚来长沙芙蓉区走马楼社区任党委书记那阵子， 丁
娟过得有些尴尬， 居民时常向她抱怨：“外边高楼大厦，
里边小区又旧又脏， 什么时候能改造一番？”

走马楼社区位置特殊， 东起蔡锷中路， 西临黄兴中
路， 南至解放西路， 北抵五一大道， 既是长沙商业中心
繁华地， 也是三国吴简发掘地， 0.188平方公里的地块，
耸立着平和堂、 长沙国金中心等8栋“光鲜亮丽” 的商
业楼宇， 也聚集了20栋“暮气沉沉” 的老旧楼房。

如今， 这里正在发生蝶变。 今年， 走马楼社区被纳
入芙蓉区社区提质提档示范社区改造之列， 道路开始

“从白变黑”， 房屋“洗脸打粉”， 管网“走家串户”， 厨
房“油烟分离”。 预计12月全部完成改造。

10月9日， 从繁华热闹的五一大道拐入走马楼巷，
就到了走马楼社区老旧小区。 新刷的米黄色的墙体格外
显眼。 65岁的陈宇明老人来到小区广场上“打探” 墙体
和水管修建进度。 看着墙面变黄， 楼道变白， 扶手刷
新，又新装了油烟机，陈宇明颇为高兴，说：“这下真的快
要改造好了。”

走马楼社区大部分房子建于上世纪70年代。 1971
年， 陈宇明搬进了蔡锷路居民点， 他做饭、 洗澡、 睡觉
全部在这20多平方米的房间进行， 4户人家共用一个厕
所。 他在这里生活了46个年头。

从今年7月份起， 走马楼社区展开了立体提质改造
行动： 楼栋立面粉刷、 更换护窗雨阳篷、 道路白改黑、
下水管网重铺、 明沟改暗沟， 化粪池扩容、 划出停车
位、 屋顶披“绿装”、 免费安装油烟分离机等。 与此同
时， 为彰显“吴简故里” 风貌， 走马楼社区增加吴简文
化特色街景、 简牍文化墙、 走马灯、 青石井餐饮特色街
巷等， 让历史元素、 居民生态在这里得到最大程度的修
复。

� � � �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通讯员 向
民贵 记者 张斌 ） 近日， 泸溪县纪委
发出通报， 对该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副主任张某某、 石榴坪乡党委副书记
粟某、 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谭某某进
行立案调查， 在全县上下引起强烈反
响。 这是该县严查严处“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 泸溪县针对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 出重拳，
下猛药， 严肃查处基层干部存在的各
种以权谋私、 雁过拔毛、 优亲厚友和
借承包工程为名虚报冒领、 截留挪用、
贪污私分国家项目资金等违纪违法行
为。 同时， 该县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先后出台一系列相关文件， 在11个乡

镇设立5个联合办案区， 县直各单位设
立6个办案联组， 进一步整合纪检监察
工作力量， 有效增强监督实效。 截至
今年8月， 泸溪县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共
查处违纪违法案件56件56人。 其中，
11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3人移送司法
机关， 收缴违纪资金129.6万元， 起到
强力震慑作用。

常德：长假狠抓环保督查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兵 ） 10月1日至8日， 常德市
狠抓环保问题督查整改， 共查处秸秆垃圾
焚烧、 违法排污等各类环保违法违规行为
213起， 其中立案调查21起， 行政拘留2
人， 警示谈话34人次。 据了解， 常德市重
点抓了4类环境突出问题， 即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 中央环保督察组交
办的信访问题、 省委省政府督办的突出环
境问题和大气污染攻坚问题。 该市大部分
区 （县、 市） 开通了24小时举报电话， 创
建了微信有奖举报平台， 营造了整治环保
问题的良好氛围。

株洲：两节期间纠治“四风”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温钦仁）“对监督检查和明察暗访中
发现的顶风违纪的单位和个人， 我们将严
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并予以
通报。” 今天， 株洲市纪委通报， 国庆、
中秋长假期间， 该市发现“四风” 问题线
索50件。 节日期间， 株洲市纪委抽调108
名检查人员， 重点对全市94家单位进行了
抽查。 株洲市纪委还联合公安部门， 开展
了3次集中清查行动， 集中清查宾馆、 茶
馆、 KTV等场所9360家 （处）， 查处涉赌
涉毒党员干部17人。

南县：跻身“中国好粮油”
示范县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通讯员 谭清良
记者 龚柏威 ） 记者今天从南县商务和粮
食局获悉， 财政部、 国家粮食局近日下发
《关于在流通领域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的通知》， 南县获批为“中国好粮油” 行
动国家示范县， 自今年起， 将连续3年获
得专项扶持资金。 “中国好粮油” 行动自
今年开始实施， 属国家“优质粮食工程”
之一。 据了解， 今年2300万元“中国好粮
油” 专项扶持资金已下拨到南县， 该县将
继续完善优质粮标准规程、 粮食质检体
系， 进一步提高优质稻虾米品质。

永兴：发现清代石闱子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通讯员 曾翔

记者 李秉钧） 今日， 永兴县文物部门负责
人介绍， 该县洋塘乡景星村发现一对清代
石闱子。 经测量， 这对石闱子高1.5米左
右， 宽约50厘米， 厚10厘米， 各由两根青
条石合成， 上部各有一个10厘米见方的方
孔， 下部则是直径约12厘米的圆孔， 用来
固定彩旗。 石闱子也叫举人碑， 为奖励功
名而立。 当地村民曹红海介绍， 石闱子上
记录的是朝廷对村里读书人的褒奖词。 由
于年代久远， 石闱子上留下的字样已模糊
不清。

新闻集装

“不管过去多少年，也要为烈士正名！”
———新化县为4名68年前牺牲者评定烈士的故事

泸溪县反腐利剑直指“蝇贪蚁腐”

乡村学生
免费体检

10月9日， 花垣县
团结中学， 学生在进行
体质健康检查。 当天，
花垣县花垣镇团结医院
医务人员来到该校， 免
费为学生进行视力、 身
高等体质健康检查， 并
为学生建立健康档案。

龙恩泽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2096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14
703
7130

9
30
185

176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409
81721

341
1794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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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400 1040 1456000

组选三 1224 346 423504
组选六 0 173 0

8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