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 乔雁城）11月7日下午放
学后， 临湘市忠防镇双港村陈家组文化
屋场里，该市的文化志愿者、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李建军正在手把手地教陈实同
学写毛笔字，10余个孩子围坐一旁认真
练习书法。 这些孩子都是该村的留守儿
童，每逢节假日或放学后，他们便欢聚在
这里，跟着老师免费学习。这是临湘市借
助乡村“文化屋场”丰富留守儿童文化生
活的一个生动剪影。

临湘市2015年下半年被纳入全省第

一批14个省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创建县（市）。为了使公共文化惠及
全市2600多名留守儿童， 该市在创建过
程中将三级文化设施网络进一步延伸到
村以下的屋场一级。以政府投入为主，乡
贤赞助、 村民众筹为辅， 共筹资8000万
元，建设“七有”（有文化活动广场、有文化
活动室、有简易戏台、有宣传栏、有文化
器材、有体育设施器材、有广播设备）标
准的文化屋场275个。

该市以文化屋场为依托， 动员协调
文化教育、关工委、妇联等部门和单位联

手关爱留守儿童， 动员干部职工开展留
守儿童结对帮扶活动。每年暑期，该市各
乡镇（街道）团委、文化站依托文化屋场，
招募200余名机关干部职工，开设20至30
个农村留守儿童“温馨家园”，2000多名
留守儿童在文化屋场内增长知识、 开阔
视野、娱乐身心。

该市还通过招募返乡大学生、爱
心人士等青年志愿者，以及老教师、老
文化工作者等“五老”人员，由他们在
文化屋场开展课业辅导、亲情陪伴、特
长培养、素质拓展和心理咨询等活动，

让留守儿童感受社会关爱。
近两年来，临湘市干部职工、社会志

愿者共在文化屋场陪护留守儿童3590人
次，提供心理咨询服务2780人次，开展趣
味活动、特长培养1978场次，让身边的文
化屋场真正成为孩子们的“暖心港湾”。

桃江加快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通讯员 刘鹏 记者 杨军）11月
10日，由省美术家协会、湖南师大和桃江县共同主办的“美
人窝里画美人”———美丽乡村油画名家桃江写生活动启
动，30多名艺术家到桃花湖、竹海、飞水岩瀑布等景点写生
创作，以推动桃江全域旅游。

据了解，11月9日， 桃江县出台了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政策
措施，从资金投入、旅游基础设施和重点景区建设、旅游文化
创意等方面扶持旅游产业。从今年开始，县财政每年将归集旅
游产业发展资金3000万元，专项用于旅游产业发展。2018年、
2019年，每年融资不少于3亿元，专项用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使旅游产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主导产业之一。

去年， 桃江成为国家第二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
位。通过举办节会、赛事等，桃江加快全域旅游示范区建
设。今年，已成功举办桃江竹笋节、牛田镇映山红节、益阳
旅游形象大使选拔大赛、中国山地户外健身休闲大会和新
丝路湖南模特大赛总决赛等活动。今年1至10月，全县共接
待游客44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亿多元，同比分
别增加2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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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重点 多元并举
雨花区社区教育生机勃勃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王勇）一
年一度的长沙市雨花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昨天在洞
井街道新裕社区启动。启动现场，有关部门准备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展示了社区教育成果。

雨花区是最早一批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近年来，该
区把全民终身学习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基础，积极构建灵
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一方面，聚焦重点，探索校社联
动教育新模式，形成了“进入式”“融入式”“互动式”三条社
区教育路径，将非遗文化引进校园。

另一方面，注重实效，促进老年教育可持续发展。完善
基层老年教育体系，整合利用现有的社区学院、社区学校
和社区学习中心等教育资源开展老年教育活动，方便老年
人就近学习。 推动各级各类学校向区域内老年人开放场
地、图书馆、设施设备等资源，为他们的便利化学习提供资
源。圭塘街道大唐社区建立老年大学，开设了书画、卫生保
健、文艺、体育等6个学科，累积服务老年人2000多人次。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陶芳芳 谈
建军）在人气旺的饭店就餐，排了大半天
的队，眼看就轮到自己了，却被“VIP”、
被插队者抢先了，心里是不是特委屈？昨
天，长沙市天心区城管执法大队步行街
中队联合黄兴路步行街管委会发出文
明排队倡议书，并组织近百家商户在步
行街进行了集中宣誓。商户们纷纷表示，
将尊重文明排队者的权利， 慎重设置

“VIP”优先方式，引导市民文明排队。
作为长沙人气商业中心， 黄兴路

步行街聚集了上千户商家， 日均人流
达到10万人次。为了吸引顾客，有些商
家会设置“VIP优先”的方式，或故意
拖拉、故意哄抬炒作，耽误文明排队者
时间，造成“人气旺”来吸引人流的现
象。“我们的顾客中有很多外地游客，
引导文明排队， 也是向外展示长沙文

明的一种方式。” 在步行街开了4家臭
豆腐店的商户罗志勇承诺， 他将会积
极引导市民文明排队， 以树立步行街
文明和谐的商业氛围。

市民朋友们也可对文明排队行为
进行监督， 如有工作人员不制止或破
坏排队秩序、 故意耽误排队者时间等
现象， 可拨打黄兴路步行街管委会电
话0731-82828208投诉。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杨序东）“以前村里路难
行， 种的水果卖不出去； 村里通水泥路
后， 客商直接将车开到了地头。”11月8
日， 在芷江侗族自治县三道坑镇金厂坪
村，贫困户张冬菊高兴地说，今年她家6
亩红心猕猴桃全部卖完， 纯收入6000余
元。

“把农村公路建设作为脱贫攻坚重

要抓手，整村推进农村公路建设。”芷江
侗族自治县委书记曾佑光介绍， 为解决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问题， 该县积极拓宽
筹资渠道，建立公共财政、涉农资金、贷
款融资相结合的资金保障机制。去年，全
县投入3.25亿元， 完成了95个贫困村607
公里组级公路建设。今年，全县整村推进
农村公路建设涉及非扶贫村202个，投资
7.3亿元，建设通组公路1076公里。

在农村公路建设中， 芷江认真落实
有关制度，严格规范招投标等，严把队伍
准入关、材料检验关、质量监督关、社会
监督关，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并创新
农村公路养护机制 ,采取“定办法、定经
费、定人员、定标准、定考核”的“五定”措
施，全面推行乡、村道养护合同管理。今
年，芷江被评为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目前，全县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2933.88公里， 行政村公路通畅率达到
100%、通班车率达到98.6%。

农村公路畅通，让贫困村的柑橘、葡
萄、猕猴桃等特色农产品畅销山外。“农村
公路建设改变了群众‘出行难，致富更难’
的困境。”县交通局局长杨殿照说，公路不
仅通到了村组， 还直接通向大大小小的
柑橘园等产业园区。 每年上万吨柑橘还
没下树，就被各地经销商预订一空。

全社会联手送关爱

临湘 文化屋场成留守儿童“暖心港湾”

大道进村庄 致富奔小康

芷江 行政村公路通畅率达到100%

常德移风易俗为农民减负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肖洋桂）11月9

日上午，津市白衣镇“五德礼堂”里喜气洋洋，25
位80岁以上老人在这里集体接受晚辈们的生日
祝福。通过移风易俗，白衣镇红事操办平均每次
为群众节约开支5500元、白事节约开支1.1万元。

据介绍，到2018年底，常德市县级及县级以
上文明村镇将全部建立红白喜事理事会、道德评
议会、村民理事会、禁毒禁赌会等村民自治组织，
制定以移风易俗为主要内容的村规民约；到
2019年底，实现“四会一约”行政村全覆盖，有效
遏制农村陈规陋习蔓延现象。到2020年，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文明理事的社会风尚基本形成，并
基本实现制度化、常态化。

张家界有了共享单车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田育才）今天，张家界市

共享单车项目正式投放运营， 首批2000辆共享单车亮相
张家界街头。

目前,全城110处电子围栏停车点驿站牌安装完成。正
式运营后， 根据实际情况还会适当增设电子围栏停车点。
计划分两期总规划200个站点，投放不超过5000辆车。

作为“互联网+交通运输”的一种实现方式，共享单车
是倡导绿色出行与低碳生活的一种解决方案，对张家界建
设生态旅游城市，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旅游发展，缓解城区
拥堵，方便群众出行都具有重要意义。

隆回10万中小学生参加“快乐合唱”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肖祖华）11月9

日，“快乐合唱”大赛在隆回县桃洪镇东方红小学
举行，4300名学生参加当天的活动。

11月以来，隆回县举办“快乐合唱”公益活
动，主题为关注乡村、关注孩子、关注心灵。目前，
已有10万余名中小学生参加。“快乐合唱” 由北
京德清公益基金会与省教育基金会等于2015年
共同推出。该项目由4个子项目构成，包括音乐下
乡行、合唱训练营、音乐背包客和中小学合唱比
赛。2年来，“快乐合唱”已在安仁、通道、桑植、龙
山和江华等地实施。这项活动落地隆回，将连续
举办3年。

双峰首家新型环保砖厂投产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记者 张福芳）一车车

工业废渣、煤灰被“吃”进去，经过传输、压缩……1
个小时后，5000多块色泽均匀的成品砖便出炉
了。今天上午，记者在双峰县三塘铺镇湘军新型
节能环保建材公司的新型环保砖生产线上见证
了双峰首批环保砖的“诞生”。

双峰县委副书记、县长彭石清介绍，该条生
产线是双峰首家竣工投产的新型环保砖生产线
项目，总投资约1.39亿元，分两期建成，一期预计
年产节能环保砖1.5亿块。整个项目建成后，每年
可回收100万吨城乡固体建筑垃圾。

新闻集装

天心区黄兴路步行街百家商户集中宣誓“文明排队”

“VIP”不优先，插队者不允许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2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359807
1 1218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57
1571
13327

11
48
349

154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7512
147535

666
362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10日 第2017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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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1108 16 17 20 23 25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10日

第 2017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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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1040 3712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61 173 166253

5 71桑植民歌节开幕
11月10日， 2017张家界桑植民歌节开幕。 湖南省交响乐团首次演奏了改编的数首优美动听的桑植民歌， 为观众精

心打造了一台高品质的桑植民歌盛宴。 向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