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应时 郭孚盛

“这山泉油豆腐多少钱一公斤？”“20元一公斤。”2月
3日上午9时许，“桂东山货进郴城”扶贫展销会在郴州市城
区裕后街拉开序幕后，现场人潮涌动，吆喝声、讨价还价声
不绝于耳。桂东山泉油豆腐展位业主蒋瑞君说：“扶贫展销
会开市一个小时，就卖了100多公斤油豆腐，即将售罄。”

为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 桂东县组织80多家农业企
业、合作社等，在郴州城区开展为期7天的山货展销会，借
助线上线下平台，为农民大声吆喝。线下的活动现场分销
售区与活动互动区，销售区设干货展区、生鲜展区、旅游产
品展区、美食烹饪区、快递打包区五大区，覆盖蔬菜类、禽
畜蛋类、干果果脯类、五谷杂粮类等九大类桂东山货产品。

“这个藤茶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对于我
们老年人有降血压、降血糖和软化血管的作用，以前都是
托亲戚从桂东给我带些来，现在这些山货进城了，我得多
买一点。”郴州市民曹女士一边喝着大唐山臻的藤茶，一边
开心地说，她还买了五六种山货，过春节时享用。

现场最受欢迎的，要数桂东的黄糍粑，凡是卖黄糍粑
的展位，都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桂东县桂皇麒麟公司负
责人黄鹏正在给顾客“炒黄糍”，说：“顾客尝过我炒的黄糍
粑后，都毫不犹豫地带回了家。”

此次“桂东山货进郴城”扶贫展销会增加了线上环节。
负责线上活动的湖南省众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综合部部
长龙辉表示，线上桂东黄糍粑、桂东“黑珍珠”穇子酒很受
欢迎，仅这两种产品一个上午卖出5万多份。

桂东县经济和科技商务局局长扶敏兰表示， 年关将
至，市民正准备置办年货，把优质的山货与市民需求对接
起来，能起到双赢的效果。

山货进城卖得俏

湖南日报2月4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吴炳贤 潘芳 ）临近年关，双牌
县五星岭林场林民盘吉文每天忙着销
售林下养殖的牛、羊，他一脸喜气地对
记者说：“2017年，我仅林下养殖一项收
入就有80多万元！”2017年，永州市林下
经济经营面积达345万亩， 实现总产值
60亿元，比上年增长15%以上；从事林下
经济的农户达16万户，有力促进了山区
群众脱贫致富。

永州市有林地面积1741万亩，森林
景观、林下自然资源丰富。近年，该市大

力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进林权抵
押贷款。去年，办理较大额度林权抵押
贷款39宗，贷款金额3600万元。同时，大
力培育林下经济示范基地、林业专业合
作社等新型经济组织，因地制宜发展林
下圈养或放养鸡、鸭、鹅、牛、羊、兔等，
林下人工驯养蛇、蛙、竹鼠、娃娃鱼、蜜
蜂等，发展林药、林菌、林粮（菜）、林茶
等林下种植业。到目前，全市发展省级
林业专业合作社16个、国家级林业专业
合作社2个。 江华瑶族自治县在松林下
套种香菇，年产值上亿元。双牌县林下

种植“虎爪姜”1.2万亩，年产值达3亿多
元。

永州市还精心包装项目，大力招商
引资，鼓励林农“山上搞种植，山下搞加
工，山外闯市场”。双牌县引进金蕊实业
有限公司，在云台山的林下创建5000亩
金银花种植基地， 为企业加工提供原
料，带动当地1000多名林农脱贫。同时，
该市积极发展林下采集加工山野菜和
观光、休闲、养生等。永州市金洞管理区
凤凰乡秧田村100多户村民加工烟笋，
仅此一项人均增收150元。

永州林下经济生机勃发
去年实现总产值60亿元，比上年增长15%以上

湖南日报2月4日讯（宁奎 唐晴）
近日，巨幅砂石画《百米长卷·山魄》
经由土家族画家李军声精心创作后
绘制完成。据了解，作为目前最长的
砂石作品， 该画作将申请吉尼斯纪
录，并赴意大利等国巡展。

张家界籍画家李军声为砂石画
创始人，他的作品曾两次作为“中国
文化名片”， 被日本爱知世博会和意
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展览和收藏。

湖南日报2月4日讯 （记者 颜石
敦 通讯员 骆国平 肖井冬）2月2日，
桂阳县2018年“春暖花开、欢乐过年”
春节文化惠民活动，在该县欧阳海广
场正式启动。现场人山人海，桂阳县
文化馆、湘剧保护传承中心表演的一
个个精彩文艺节目，让观众看得如痴
如醉。

桂阳县是全省公共文化服务示范
区， 文化底蕴深厚。2018年春节将至，
为弘扬桂阳戏曲艺术和展示地方特色
民俗文化，让广大群众过个“文化年”，
该县围绕“春暖花开、欢乐过年”主题，
安排了“百座戏台千场戏”、樱花节、文
艺下乡、送春联等系列文化惠民活动。
整个活动将持续至3月16日。

湖南日报2月4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王波）“如
果你是高校毕业生或者返乡务工人员，春节回家就请留下
来吧，家门口就有很多很好的发展机会……”2月3日，常德
市民的朋友圈里转发的这条招工微信， 温暖了求职者。据
了解，常德自2月5日开始到3月28日，将举办33场招聘会
提供13000多个就业岗位，供求职者“万里挑一”。

每年春节前后都是用工和求职的高峰期，为帮助企业
缓解用工紧缺问题，贯彻落实“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战
略部署，常德市人社部门在春节前后，组织开展“暖企行
动”之“春风行动”系列招聘会。为了有效服务企业，为求职
者指明方向， 该市人社局人力资源中心对全市1085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进行了调查摸底，发现急需
用工企业达185家，需求岗位13000多个，其中常德经开区
缺工人近2000人，常德高新区缺工人近3000人。

除此以外，常德市还出台一系列服务企业招工、用工的
扶持措施。从2018年开始，市本级每年从就业资金中统筹安
排一定的用工服务专项经费， 鼓励用人单位自主招工或与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市内大中专院校、技工院校联合招聘。
对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毕业生毕业年度在本市企业就
业的，本市户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的给予一次性补贴。

“春风”暖企
常德33场招聘会等你“万里挑一”

桂阳文化“闹”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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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欢桂 朱江波

“20多岁的毛头小伙当支部书记，开
始时我们都有些怀疑。”1月30日，记者在
平江县加义镇坎塘村走访时，村委会主任
罗绪光说,“事实证明，‘小张书记’ 能服
众，不仅有能力，懂政策，能吃苦，而且这3
年来为村上做了不少事。”

罗绪光口中的“小张书记”， 就是
2015年平江县委下派到坎塘村担任党支
部书记的张彬。

修通“连心桥”，圆了一家人的梦

坎塘村以前是出名的偏远村、 贫困
村、问题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矛盾突
出。“水泥路”不是水泥，电饭煲煮不熟饭，
80%的地方没有手机信号，“大龄剩男”特
别多……就村民老邓家来说，房子背靠着
山，小河绕屋前而过，两根木头就是出行
的桥，整个家像个孤岛。妻子脑梗，儿子脑

积水，日子没一点盼头。
没想到还真盼来了希望。2015年，平

江县委通过统一考试，从城关镇选派青年
干部张彬到坎塘村任党支部书记。了解老
邓家情况后，张彬与帮扶干部一道，支持
老邓养鱼、养羊，聘请他担任村级生态环
保员，介绍他儿子外出打工。现在，他家年
收入超过3万元。

村里水泥路修到组后，张彬与驻村帮
扶单位又帮老邓修通了家门口的桥，圆了
他一家人的梦。3米宽的钢筋水泥桥，走
起来特别踏实。老邓说，这是一座“连心
桥”， 让他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桥
修通了，新房建好了，门路也有了，一辈子
的愿望都实现了，其他都是小事了。”老邓
边走边说，脸上荡漾起幸福的笑容。

涉险救村民，当地群众为他点赞

“要不是‘小张书记’，后果真的不可
想象。”石塘组村民曾发根告诉记者。

2017年6月30日16时，张彬和罗绪光

顶着暴雨在查看山塘堰坝。曾发根屋后是
地质灾害隐患点，当得知他还没有安全转
移时， 张彬和罗绪光迅速赶往石塘组。当
走到桐木组老虎洞桥时， 河水已漫过桥
面。若要绕行，须多走1公里多路。为了不
耽误时间，两人决定用树枝探路，冒险蹚
过齐腰深的洪水。他们幸亏及时赶到曾发
根家，成功劝导其紧急撤离。次日凌晨，曾
发根屋后的山体就崩塌了。

深夜涉险转移曾发根，当地群众知道
这件事后，纷纷在微信朋友圈点赞“小张
书记”。“这个城里伢真不错，不怕苦，不怕
累，做事认真负责，群众非常认可，我们都
希望他再干一届。” 村里老支书江正根这
样评价张彬。

用心做实事，小山村发生大变样

“当了7年组长，这两年最有成就感。‘小
张书记’一心一意为村里做事，带着我们搞
建设，我们干起来也有劲！”正在路边安装
饮水工程管道的水家组组长谢县兵说。

到岗以来，张彬坚持吃住在村，团结
带领村支两委一班人争资金跑项目，开夜
会搞协调，带领村民创业致富。3年来，坎
塘村全面完善了水、电、路、通信等设施，
还实施了光伏扶贫电站、村级综合服务平
台、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果园、农民专业合
作社、农村淘宝店等项目。全村114户396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先后顺利脱贫。村民
的腰包鼓起来了， 小车、 洋房增多了。傍
晚，农村大妈成群结队跳起了广场舞。

2017年底， 坎塘村顺利通过精准脱
贫验收。 张彬对记者说：“完成脱贫任务
后，我还要和村民继续努力，确保脱贫群
众不返贫。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
略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要带领全体村民
为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
活富裕的新坎塘而奋斗。”

“小张书记”能服众
———记平江县加义镇坎塘村党支部书记张彬

2月4日，长沙市天心区桂庄社区，党员志愿者在表演舞蹈《再唱山歌给党听》。当天，该社区开展“走进新时代 共筑中国
梦”迎新春活动，写春联、歌舞表演、赠送党报党刊等，营造出喜迎新春的喜庆氛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喜迎新春

土家族画家绘制
《百米长卷·山魄》

新闻
集装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2月 4日

第 2018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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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 1040 528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02 173 207946

8 6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2月4日 第2018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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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8470720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7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652271
3 11565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163
93501

1553583
12494933

77
3652
56781
458147

3000
200
10
5

1515 21 26 3320

通讯员 李飞 侯立喜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蔡文先生3000元第一次、第二次、
第三次，成交！”2月2日上午，随着主持
人敲响槌子，石门县三圣乡庚子山村贫
困户邓文君家中的21斤腊羊肉拍卖成
交。在乡村干部的见证下，石门县飞盾
保全公司董事长、县政协委员蔡文当场
向邓文君付款。

当日，石门县政协以一场别样的爱
心拍卖会，开展了“迎新春、访民情、暖
民心、树新风”活动。

庚子山村是省级贫困村， 全村共

413户1100余人， 其中贫困户182户578
人。2015年以前，该村没有水泥路，人均
纯收入不足2500元， 有单身汉上百人。
开展精准扶贫以来，庚子山村得到了党
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大力
帮助。如今，路修了、水通了、房建好了，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生产积极性都大
幅提高，庚子山村正由贫困村向美丽乡
村转变。

此次拍卖会有121户贫困群众参
与，拍卖农副产品有土家腊肉、土鸡蛋，
土蜂蜜、葛粉等11个品种，共有拍卖品
400多件，市场价格7万元，在爱心人士
的竞拍中，实际成交达21万元。

据了解，近段时间以来，石门县委、
县政府在全县范围部署“迎新春、访民
情、暖民心、树新风”活动，县政协积极
响应，精心调度安排，广泛动员政协委
员参加，联合三圣乡政府开展了农副产
品拍卖、星级文明农户表彰、扶贫产业
发展奖扶资金兑现、 精准扶贫送戏下
乡、大红灯笼和春联免费发放等系列活
动。 周边上千群众闻讯赶来参加活动，
石门县红十字会医院还为现场来宾、群
众免费发放面包上万个。“现在国家的
政策就是好啊，我们的收入是一年比一
年多，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开心!”庚子山
村65岁村民刘言清由衷说道。

湖南日报2月4日讯 (通讯员 杨
卫星) 2月2日, 涟源市对全市22个关
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20名先进
个人进行了表彰。

近年来，该市十分重视关心下一
代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支
持，形成了市、乡、村三级关心下一代
工作网络。至2017年底，该市关工基
金已达4500多万元， 比2016年增加
500多万元。2017年， 全市用于奖学
助学资金377.36万元，其中扶贫助学
人数达2728人。

涟源关工基金
已达4500多万元

土特产拍出爱心价

湖南日报2月4日讯（通讯员 卢静 刘芬 记者 杨军）
1月30日，沅江市环保志愿者在洞庭湖蒸钵湖进行常规鸟
类调查时，再次发现一群青头潜鸭，共49只。

当天，洞庭湖大堤上被冰雪覆盖，湖中大部分地方结
了冰。开始，志愿者们仅见到一些小鸟，但在水面较宽的芦
苇丛边，发现一群青头潜鸭，仔细一数，有49只。这是多年
来，在蒸钵湖观测到的青头潜鸭最大数量种群。据沅江市
林业局湿地局负责人介绍，2017年3月， 曾在这里发现过
20多只青头潜鸭。

蒸钵湖地处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与南县舵杆洲
国家湿地公园之间。青头潜鸭属深水鸟类，主要以鱼、虾、
贝壳类为食，目前全世界记录不足500只，为珍稀极危鸟
类。自2017年开始，志愿者在蒸钵湖先后观测到在此迁徙
停留的青头潜鸭，且数量较多，表明青头潜鸭已慢慢适应
蒸钵湖的环境。有专家指出，此次观测信息极有价值，为全
球青头潜鸭整体数量估算提供了新的依据。

蒸钵湖现49只青头潜鸭
为估算全球青头潜鸭数量提供依据

湖南日报2月4日讯 （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杨勇 吴桐英）今天，在新
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宁远籍农民
工李某等32人领到了被拖欠的39万
元工资。此前，因工程承包方逃逸，李
某等人的工资未能完全兑现。

2017年12月以来，新田县排查出
拖欠农民工工资隐患项目30多个，涉
及工资报酬上千万元。到目前，该县
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案件2起， 强制兑现劳动报酬83
万元。

新田保障农民工
工资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