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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李文
耀）今天上午，长江商学院30期5班学员
齐聚长沙市岳麓区安华老年公寓， 看望
慰问了生活在这里的5位抗战老兵。同
时， 他们为湖南公益组织———“老兵之
家”捐赠10万元善款，专项用于为湖南
1200多名抗战老兵赠送生日祝寿礼包。

“抗日战争时期共有22次大会战，在
湖南就有6次，这是一部英勇壮烈的抗战
史。”活动现场，湖南老兵之家志愿者子
非鱼， 向远道而来的学员们介绍了湖南
抗战历史、 湖南抗战老兵现状以及全省
关爱抗战老兵的情况。

“英雄之魂，一种凛然正气荡涤心灵；
英烈之心，一种执着信念成就大我……抗

战老兵是一群值得去尊重、 去关爱的
人。”长江商学院学员代表周新华感慨地
说。借此次赴湘游学之机，该班同学共为
湖南地区抗战老兵捐赠了10万元善款，
并为到场的唐曦、林云德、文淑仙、李淑
芳、 杨献玖等5位抗战老兵送上慰问物
资。

关爱抗战老兵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
公益行动，需要全社会关注与支持。湖南
“老兵之家”成立12年以来，先后在湖南
境内寻找到了2800多名抗战老兵，目前
仍然健在的有1200余名。目前，他们已
发动全省14个市州数十个公益团队和
上千名志愿者， 开展常态化关爱抗战老
兵行动。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肖畅 左金阳)岁岁重阳，今又重
阳，重阳节里孝道传。28日上午，湘潭市
齐白石广场上人山人海，温暖如春，由市
老龄委、 市民政局联合主办的“孝道传
承·大美湘潭” 重阳文化日活动在此举
行。“送温暖、送节目、送观光、送体验、送
优惠”的5大“礼包”，为全市老年人送上
一份深深的节日祝福。

“我是孤寡老人，没有儿女，能收到
新衣服，很开心，感谢党和政府。”古稀之
年的刘奶奶说。据悉，这是湘潭市民政局
联合市慈善总会为全市2万名特困老人
准备的温馨礼物。同时，政府和企业共同
出资，为城区3100名失能失智老人分别
赠送一张价值50元的养老服务卡，可享
受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
慰藉等服务。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 （杨卫星 盛
保华）重阳节前夕，由涟源市民政局与蓝
田街道党工委联合主办、 蓝田街道光明
街社区承办的《今又重阳·树廉洁文明家
风》 主题文艺晚会在涟源火车站广场举
行。晚会围绕“孝老敬老”这一主题，节目
全由社区居民自编自导，内容丰富多彩，
感人至深，活动现场观众达千人之多。涟
源市民政局还将道德讲堂搬到晚会现
场，以弘扬敬老孝老好传统，树立文明和
谐好家风。

今年，涟源市积极建立健全以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新
型养老服务体系，全力创建全省“五化”
民政示范市，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保障、
加大养老事业投入、 落实土地供应政
策、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加强养老服务
人才培养及就业社会组织扶持政策等
措施，在100%的乡镇社区和行政村，建
立包括养老服务在内的综合服务设施
和站点，在100%的村（社区）建立老年
协会，将90%以上的企业退休老人纳入
社区管理服务， 养老床位利用率达到
80%以上。

通讯员 廖智慧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10月28日，重阳节，资兴市东江街
道栗脚村举办树文明乡风“孝暖栗脚、爱
在重阳”活动。295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沐浴在秋日暖阳下，一边欣赏歌舞戏曲，
一边品尝“百寿宴”，好不惬意。

92岁高龄的老人李翠芝已经是5代
同堂了， 她的孙媳妇李桂兰作为栗脚村
的“敬老标兵”接受了现场颁奖。李翠芝
说，自从她儿子去世后，改嫁了的儿媳依
旧对她关心得无微不至， 无怨无悔照顾
自己，并将孝老美德传给了孙媳妇，老人
的晚年生活十分幸福。

栗脚村村委会主任李仁辉介绍，孝
老爱亲一直是该村的优良传统。从上世

纪80年代开始，每年重阳节，村里都会
为老人们庆祝节日并送上慰问金。“人
心齐，泰山移。”李仁辉说，正是因为栗
脚村有着家庭关系融洽、邻里关系和睦
的良好氛围，全村心齐力聚，村级集体
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村民生活条件也越
来越好。

“我们的儿女孝顺，村上每年还有分
红给我们，老年人有钱用又有人关心，这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咯！”栗脚村张晓望老
人高兴地说。

近年来， 资兴市将孝老爱亲融入到
创建文明城市的全过程， 在农村形成积
极向上、向善、向美的生活方式，引导村
民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农村文明程
度不断提升。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周海燕 骆国平

桂阳县胡勇的父母都是盲人，一身是
病，他自懂事起就扛起照顾父母的责任。

10月28日，重阳节当天，记者来到
胡勇家时，他正在给父母喂药，“爸妈，我
就是你们的‘眼睛’，守护你们一辈子。”

今年40岁的胡勇，在桂阳县城管局执
法大队工作，是家里的独生子。胡勇小时候
家里特别困难，父母没有固定收入，两三岁
的他跟着爸妈到处乞讨。现在，胡勇的父母
均已70多岁， 生活起居全由儿子照顾。两
位老人说，这些年来胡勇就是他们的“眼
睛”“拐杖”，儿子再苦再累从不埋怨。

两年前，胡勇的父亲患上尿毒症，好
几次徘徊在死亡边缘。每次，胡勇都坚决
不愿放弃治疗，他借遍所有亲朋好友，欠

下20多万元债务。
一边是工作，一边是患病的双亲，胡

勇一年休息的日子掰着手指都能数出
来。每天下班回家，胡勇都会把路边的塑
料瓶、废纸捡回来，给爸爸妈妈“换”营养
品。在食物挑选上，胡勇每次亲自把关。
大鱼刺多，父母吃起来不方便，他就买不
需要挑刺的泥鳅。

每次透析， 父亲一躺就是4个小时。
为防止父亲中途饥饿， 胡勇就提前用保
温盒备好食物。

“钱往哪里花？胡勇只认一个理，那
就是给父母。” 胡勇的妻子打开家里衣
柜， 记者看到唯一拿得出手的是他结婚
时的一套西装。

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 胡勇早已
习惯了。他说，日子不就是这样一点点熬
过来的吗？只要父母舒心，他就安心。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 陈
娟）今日晚，沅陵首台大型实景剧《狃子花开》在“湖南九寨
沟”借母溪的东大门———千堂湾首演，形象地再现了当地流
传千年的“狃花（典妻）文化”和“狃花”故事，歌颂母爱的伟
大。

实景剧《狃子花开》 是根据沅陵县发展全域旅游的思
路，将旅游产业与脱贫攻坚相融合，由沅陵文化旅游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怀化学院联合打造。该剧以湘西典妻文化为背
景，以借母溪一带流传的“狃花”故事和人物为原型创作而
成。该剧还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辰州傩戏、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沅陵山歌号子，通过还傩愿、盘木号子、采茶歌、山歌
小调等表现形式植入具体的表演环节中， 让人身临其境地
感受到借母溪文化旅游的独特魅力。

“将旅游与扶贫融合发展，让风景风情成金山银山。”沅
陵县委书记钦代寿说，实景剧《狃子花开》融文化与旅游于
一体，既打造了特色旅游产品，又通过村民参演、景区旅游
贫困户分红等方式带动当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目前，沅陵
探索了“乡村旅游+农（渔）家乐+农户”等旅游扶贫模式，建
设了借母溪、学宗溪等乡村旅游示范村，培育了酉水画廊山
水运动、借母溪实景演出文化创意等休闲度假新业态。正打
造辰龙关百里八乡10万亩茶旅融合产业园、 五强溪百里九
乡40万亩渔旅融合产业园。2016年， 全县发展旅游产业带
动脱贫6330人，占脱贫总人数比重的31%。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吉水 黄
泽寰）上善若水，文明花开。近日，一场洋溢感动又充满正能
量的道德模范、忧乐精神典型人物颁奖典礼，在岳阳市屈原
管理区惠众农庄举行。 文成佳等10人被授予屈原管理区第
五届道德模范称号，李梅等5人被授予屈原管理区首届忧乐
精神典型人物称号。

区委宣传部根据道德模范原型编写的快板《猛哥好警
察》、情景舞蹈《希望》、诗朗诵《妈妈，您辛苦了》等节目，将
当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模范典型的感人事迹，以艺术的
形式呈现给了现场1000余群众，台下掌声不息。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肖星群 杨卫星

10月27日， 涟源市龙塘镇河西村硕
泰种植合作社水稻基地， 金黄的水稻随
风摇曳。合作社理事长刘秀波开心地说：
“这200亩水稻，是玉针香品种，基本预订
完了，每公斤能卖到30元。”

刘秀波曾是某军工企业高级技术
员，收入可观。几年前回家时，见村里许
多稻田荒草丛生， 他萌生了一个念头：
“如果统一管理这些土地， 搞规模种植，
既可避免抛荒，又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为乡亲们增加收入。”

2012年，刘秀波把“蓄谋已久”的想

法告诉了妻子陈千芳。妻子一口答应，刘
秀波夫妇很快变卖了房产，辞去了工作，
回到家乡“转战农业”。

要转行搞种植，没点“真本事”是不
行的。 刘秀波参加了涟源市举办的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班，报名参加中组部、农业
部联合举办的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训，还
主动加入清华大学职业经理人和湖南省
现代青年农场主专题研学， 掌握了不少
现代农业知识。

2013年，刘秀波牵头成立硕泰种植合
作社，专攻优质水稻种植。他说：“粮食是
紧俏的资源， 又有国家政策的重点扶持，
老产业能有新作为。”很快，合作社的水稻
生产基地迅速覆盖到周边4个村共2100多

亩，刘秀波也成了全省的种粮大户。
刘秀波的目标是要打造现代化优质

水稻生产基地。他成立了农机合作社，购
买各类农用机械80多台， 实行全机械化
作业， 满足生产、 经营一体化发展的需
要，并开展粮食加工和烘干服务，服务范
围拓展到周边4个乡镇65个村。

“别看简单的水稻种植，技术含量却不
低。” 刘秀波指着即将收割的一片水稻说，
“现在合作社栽种的水稻都是‘高档货’，有
五色米、猫牙米等5个名优品种。”今年3
月，刘秀波在10亩稻田里做起了原生态
种植试验，不用除草剂，不施农药化肥，
引进生物防治技术，保证水稻自然生长，
满足消费者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

目前，合作社固定用工达27人，常年
季节性用工70余人，其中有不少贫困户。
刘明迪、 陈贵花夫妻俩在合作社工作一
年，就摘掉了贫困帽子。

党的十九大决定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让刘秀波信心倍增。刘秀波拟在5年
内将土地流转面积扩大到5000亩， 通过
土壤改良、优质品种引进、稻田养鱼等方
式，实现增产增收，让自己的农业梦想如
“金色稻浪”一样，闪闪发光。

让梦想如“金色稻浪”闪闪发光 旅游与扶贫融合发展 风景风情成金山银山
沅陵推出首台
大型实景剧《狃子花开》

道德模范光耀屈原管理区

湖南千余抗战老兵将获生日礼包
长江商学院学员捐赠善款

惠老5大“礼包” 孝道温情传递

父母舒心，他就安心
重阳“百寿宴” 孝暖栗脚村

和谐家风 养老无忧
10月28日，“相约昭山·奔跑七星”活力跑在湘潭市昭山示范区七星村举行。200多名

身着粉红“战衣”的女选手及跑步爱好者一起在绿水青山间奔跑，为这片宁静的乡村
增添了青春活力。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相约昭山·奔跑七星”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月 29日

第 2017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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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1340 1482040

组选三 0 446 0
组选六 2334 223 520482

7 3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0月29日 第2017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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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4710322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6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376343
3 34732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92
63568

1165868
11280329

60
2825
44031
441639

3000
200
10
5

1215 24 27 3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