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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记者 徐亚平）
党派带头示范，县区精心组织，界别联动
有为。岳阳市政协系统发挥自身优势，倾
力投身脱贫攻坚战。 截至10月底，该市
2243名市、县政协委员结对帮扶2897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帮扶率达96.4%；
参与结对帮扶的委员共资助574名贫困
学子，提供就业岗位405个；累计捐款捐
物1242.1万元， 争取政策和社会扶持资
金近2000万元。

今年初， 岳阳市政协着眼打造“有
为政协”， 发动市、 县政协委员展开

“三个一” 扶贫行动， 即： 一名政协委
员帮助一个贫困孩子完成学业、 结对帮
扶一个贫困家庭增加收入、 有条件的委
员帮助贫困家庭一名成员解决就业。 岳
阳市政协主席徐新楚担任“三个一” 扶
贫行动领导小组组长， 多次深入一线督
查； 各位副主席多次组织所联系专委
会、 党派、 界别到联系点实施结对帮
扶。

岳阳市各民主党派注重“扶贫先扶
智”，大力开展扶贫助学、创业技能培训、
提供就业岗位等活动。 民盟为贫困户提

供创业技能培训， 资助17名贫困学生；
民建资助23名贫困学生，提供就业岗位
50多个； 致公党结对帮扶38户贫困户，
提供就业岗位21个， 捐助资金20万元；
市工商联组织政协委员捐资60多万元。

各县(市、区)政协顺势而为。 如，平
江县316名政协委员结对帮扶436
户贫困户，为“大爱平江”扶贫助困
慈善基金会捐款500余万元； 汨罗
市252名政协委员结对帮扶320户
贫困户，捐资助学147人，解决就业
54人。

该市各界别联动有为。 岳阳市政协
经科委组织所联界别政协委员为平江县
虹桥镇九龙村募集资金100万元； 提案
委组织政协委员资助7名贫困学生，提供
就业岗位9个， 为贫困家庭捐款捐物60
万元。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匡皓）10月26日，在云南临沧举
办的第十三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传来喜
讯，古丈县因生态环境良好、茶产业资源
优势突出，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十大
生态产茶县”，成为湖南省唯一一个获此
殊荣的县(市、区)。

“我们牛角山村有313户1306人，人
均茶园面积8亩多；2016年村民人均纯
收入达7400元，1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385人全部脱贫。 ”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
村党总支书记龙献文介绍。 牛角山村从
一个每5户就有一名“单身汉”的贫困村，
现已变成远近闻名的全国乡村旅游示范
村、 百佳茶叶村等， 古丈毛尖茶叶这一
“绿色金矿”功不可没。

古丈地处北纬28.2度世界绿茶“黄
金产业带”，适中的海拔、温和的气候、充
沛的雨量、良好的生态和有机质土壤，为
古丈发展茶叶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 古丈虽是地域和人口小县，却是“中
国生态魅力县”“中国有机茶之乡”和“中
国名茶之乡”。

为把绿水青山化作金山银山，2010
年，古丈县委、县政府提出把茶叶产业作
为第一富民产业，依托绿色、生态、有机、
富硒特有资源，着力推进茶叶标准园、精
品园建设，不断推动“园、社、企、水、路”
综合配套，完善“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园
区+贫困户” 和“市场主体+基地+贫困

户”等模式，加速了茶业现代化进程。
“青青茶园一幅画， 迷人画卷天边

挂；采不完的悄悄话，采不尽的笑哈哈。”
该县大力发展绿色茶叶和旅游循环经
济， 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形成良性
互动格局。 古丈县目前茶叶总面积达15
万亩，全年茶叶生产加工6012吨，实现
产值5.6亿元，形成“茶农跟着大户走，大
户跟着企业走，企业跟着市场走”的良性
发展格局，去年带动3万多人精准脱贫。

一路风景一路歌
———第六届凤凰苗族服饰银饰文化节
现场速写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当头戴银冠、 穿着全套银衣盛装的苗族姑娘款款从身边
走过，环佩叮咚，簌簌作响，偶尔的回眸一笑，明眸皓齿，巧笑
嫣然，那一种风情令人怦然心动。

她们伴随着芦笙的欢快乐曲，穿行在凤凰古城的街巷里，
走过跳岩，走过虹桥，走过吊脚楼。所到之处，无不成为游客瞩
目的焦点。道路两边挤满了观看的游客，他们纷纷拿起手里的
相机或手机拍照，更有大胆者竟跑进苗族姑娘队伍，搂起苗族
阿妹的肩，合影留念。

每到一处景点，则聚集了大批长枪短炮，他们是参加第三
届凤凰民俗摄影双年展的摄影家们。这景、这人，是他们镜头
里绝佳的对焦点。

“太美了，太漂亮了！”人群中不时发出阵阵惊叹。
“真没想到，苗族的衣服这么美，有这么多款式呀！”一位

女游客羡慕地说道。
“这是凤凰举办的第六届苗族服饰银饰文化节，两年才一

次，我们可幸运了！”
“快看快看，花垣县的队伍，十八洞村耶，那可是习近平总

书记到过的地方。”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
10月29日，美丽的凤凰古城，成了人们欢乐的海洋。这一

路的风景，看醉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这支美丽而快乐的队伍，由来自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和

湖南等5个省区的18支苗族服饰银饰展演队组成。 各地苗族
的服饰银饰各具特色，多姿多彩，争奇斗艳。

人在景中走，如在画中游。每一支队伍都把自己最漂亮的
一面展现了出来，仿佛这凤凰古城就是一座展示风采的T台，
沱江两岸的风光成为最美丽的背景， 她们就是今天最耀眼的
明星。

队伍越走越大，人群越聚越多。歌声、笑声、音乐声、快门
声、欢呼声、银饰叮咚声，交织出一路凤凰的盛世欢歌，唱出了
欢乐，唱热了心头。

我在凤凰，你在哪？

绿色山村守乡愁
———新化县报木古村落掠影

通讯员 杨亲福 吴育林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霜降之后，山区已处处寒意。大山深处的新化县奉家镇报木
古村落，游人仍兴致盎然，流连忘返。它穿越700余年光阴，历经
沧海桑田，如镂金之石，风骨如一；如深闺之秀，容颜不改。在这
里，没有尘世铅华，没有浮躁喧嚣，有的是泥土芬芳，阵阵清风；
绿水青山之上，云卷云舒，绿水青山之中，乡愁缱绻……

报木古村落面积16000余亩， 森林覆盖面积达94%， 现有
138户528人。据刘氏族谱记载，报木古村落建于元代大德年间，
成型于南宋徽宗时期，迄今已有700余年历史，山民多姓刘。

村落坐东朝西，枕山面水，四面森林天然成挡风屏障。相
传，因凤凰筑巢栖息，最先取名凤鸣寨。后因县衙差役下乡登
记田亩，畏难而没有进村，让凤鸣寨来人自报田亩，来人便报
了一亩田。差役忘了记地名“凤鸣寨”，便以“报亩田”作地名。
后来，在官员的笔下，“报亩田”成了“报木田”。这便是“报木”
的由来。

报木人世代以农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迎着清
晨的第一缕阳光，吃完柴火饭、腊肉、板鸭、竹鼠，在赶牛羊的
号子里，唱着山歌，开始了新的一天。白天，宁静而安详。客人
们沿着山路缓步前行，徜徉板屋群中，可一睹农耕风采：壁上
挂着斗笠、米筛；屋角落则是风车、磨坊、石臼等。八九十岁的
老汉，手握长烟筒杆，悠然地抽着旱烟，口中吐出的烟雾像是
浓浓的乡愁。

星移斗转，无数传统村落湮灭在现代建筑里，报木古村落
却完整地保存至今：干栏板屋，木瓦结构，青石筑基，镶板为
房；一座座木皮古屋，房檐屋顶长满绿苔，浸染着岁月风雨的
沧桑，处处是神灵造化、天人合一、出神入化的胜景奇观。报木
古村落之美，四时皆存，又时移景异：春时满目青翠，入夏山花
浪漫，秋来层林尽染，冬至水草依然。

报木河里， 赤磷鱼生生不息。 挂在绿屏上的三节洞瀑布
群，最高处海拔达1350米，飞沫湿衣，清秀温婉。峡谷里有红
军桥，深深镌刻了红二军团长征时的印记。大树湾千年古树、
瑶人遗址、真仙阁遗址、将军屋，无不记载着一个个充满乡愁
的故事。

去年，报木村与相邻两村合并成了百茶源村。为了用绿色
资源脱贫致富，村干部牵头，耗时一年零一个月，修建了14公
里长的长茅界公路，让汽车登上了新化第二高峰紫鹊界。这条
被誉为“天路”的旅游公路，无疑会给无数乡愁的人们以指引，
也给村民们带来滚滚财源！

小平台
凸显大服务
江华126个村

建成农村服务平台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建国 李光平） “我在农村生
活了大半辈子， 还是头一回体验到综合
平台这么便捷的服务。” 10月30日， 在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大干村农村综合
服务平台多功能会议室， 听完十九大宣
讲团报告的农村党员陈大志， 来到一楼
的便民服务中心， 缴纳了这个月的党
费， 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 通过电子平
台查询了村里各种收支情况。

“这是由旧办公楼改建而成的新农
村综合服务平台， 有县里统一配套的党
员活动场所设施、 农村网格化淘宝站，
还有日间照料室、 文化娱乐室、 厨房餐
厅等， 还成了村里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休闲娱乐的场所。” 村民盘志平开心地
说。

“这的确是一种服务创新， 村级小
平台凸显大服务！” 大干村党支部书记
陈伟介绍， 村里综合服务平台建成以
来， 全村3087人不用出村， 危房改造、
粮食直补、 公益林补贴、 惠农资金发放
等20个大小事项均可直接办理。

去年以来， 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以
基层党建为引领， 以资源统筹为手段，
以建好农村综合服务平台为切入点， 创
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确保了农民安居
乐业、 农村社会安定有序。 目前， 除大
干村外， 江华还有贝芝头、 山口铺、 牛
路等126个村建成农村服务平台。

“祖国明天更喜人”
书画村老少上阵斗书画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 （通讯员 单明海 记者
邹仪）“十九大盛会，雄风再起，共筑国梦好文章；重
阳节敬老，爱心携手，描就夕阳无限好。”10月28日，
在宁远县湾井镇朵山村朵山书画馆里，3排拼接而成
的长桌前后横列，各有10多米长。同样长短的宣纸平
铺其上，20多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和20多位青年、小
朋友们站在桌后，各踞一段，蘸墨、挥毫、钤印，浑然
忘我……为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和重阳节的到
来，朵山村40多位书画爱好者挥毫泼墨，吐露心声颂
党恩。

“登高远望风雷动，祖国明天更喜人。”82岁的吉
新成一气呵成， 遒劲的笔力， 引来现场观众纷纷叫
好。14岁的吉凯婷小朋友也毫不示弱，清新秀美的14
个大字跃然纸上———“共庆党的十九大，同心共筑中
国梦”。

朵山村自古以来崇尚诗书传家，耕读文化盛行，
明清时期曾出过5位进士，吉伯达、吉元仁等一批书
画家享誉三湘四水。目前，全村2300多人中，有760
余人勤练书画， 先后有近百件作品获得省级以上大
奖。该村还建起了我省首个农民书画馆。

当天，老少书画爱好者争相题字作画，书法或雄
浑大气，或娟秀小巧，绘画或描绘花鸟虫鱼，或一展
壮丽河山。100多幅书画作品， 既弘扬了传统文化，
又彰显了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 � � �湖南日报10月30日讯（通讯员 龚道沿
刘猛）“巡视利剑威力大， 腐败分子挑下
马。 震慑常在效果佳， 遵规守纪众人
夸……”日前，在临澧县合口镇文化活
动中心，一位湘北大鼓传承人上台演唱
的《杀个回马枪》，吸引了党员和居民的
注意力，现场不时发出阵阵掌声。

湘北大鼓是活跃在湘北地区的一
种民间曲艺形式， 至今已有400多年历

史，属常德市“非遗”项目。 该项目一面
牛皮鼓，两根打鼓棒。必要时配上唢呐、
月琴等乐器伴奏。特殊节目，锣钹齐响，
多人登场。 唱腔优美委婉，道白通俗生
动，深受百姓喜爱。

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传
承，近年来，临澧县建立“非遗”数据库，
实行网格化管理；利用“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展演九澧渔鼓、鼓盆歌、荆河戏、

舞龙狮、打快板等优秀节目；开展“非
遗”项目申报，加强“非遗”项目成果保
护。 截至目前，共成功获批市级以上“非
遗”项目8个，拥有县级以上“非遗”传承
人30多人。

该县市级“非遗”项目湘北大鼓传
承人、澧水流域首届鼓王邵丹，先后创
作出了30多部廉洁曲艺作品，在全县各
乡镇演出30多场，场场爆满，反响强烈。

岳阳政协委员奏响扶贫大合唱
结对帮扶289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结对帮扶率达96.4%

生态茶园成为增收“绿色金矿”
古丈茶叶产业带动3万多人脱贫

临澧“非遗”展演廉洁文化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263713
0 1203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61
975
8306

2
24
203

138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7016
95565

407
249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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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03 1206 07 08 11 18 27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0月 30日

第 20172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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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1340 460960

组选三 610 446 272060
组选六 0 223 0

9 95

� � � � 10月30日， 衡阳县西渡镇梅花村超级杂交稻丰产工程示范基地， 收割机在收割水稻。 今年，
该县种植了5000亩超级杂交稻， 目前进入成熟季， 田野上稻掀金浪， 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刘欣荣 曹正平 摄影报道

晚稻丰收
喜收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