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邓锦庆

“爸，您平时喜欢写点东西，我和弟
弟商量，由我帮您订一份《农民日报》，
弟弟负责订《湖南日报》《娄底日报》，当
作给您的新年礼物。现在订单已从邮局
寄来，您老人家过两天就可以收到报纸
了。 ”2月12日，邓昌隆老人远在贵州省
贵阳市工作的大女儿邓艳梅打来电话，
告诉父亲订报的事情。

邓昌隆老人是双峰县三塘铺镇黄
河村人，前些年退休在家。老人有5个子
女，因工作需要，都没有在身边。 他闲不
住就迷上了新闻采访，每年在国家、省、
市级报刊发稿数十篇。

其他三姐妹听说大姐和哥哥给父
亲订了报纸后，也寻思着给父母送点什
么新年礼物。“父母在老家还用煤球煮
饭烧水， 不如我给父母送套电磁炉、电
饭锅和浴霸”“那我给父母送套电暖桌”

“我就给父亲买个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
脑吧，这样他可以学着拍照、打字，让他
的爱好充分发挥”……三姐妹纷纷行动
起来，为父母添置新年礼物。

看到儿女们这么孝顺，邓昌隆老人乐
开了花，逢人就说：“这些新年礼物，我喜
欢！其实，孩子们的孝心，才是最好的新年
礼物。 ”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吴桐英 汤程安

“150公斤480元”……2月10日，新田
县骥村镇黄栗山村村头， 红皮萝卜堆成一
座红彤彤的小山， 不时传来过秤报数的声
音。 村民钟小井向记者报喜：“去年种植红
皮萝卜10亩，纯收入12万多元。 ”小小的红
皮萝卜“种出”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

黄栗山村有224户，1020人， 是省级贫
困村。 多年来，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种
植水稻和红皮萝卜。 然而，受市场因素的影
响，该村的红皮萝卜不时出现卖难的情况。
村支书赵茂生介绍，2015年11月，正当村里
的红皮萝卜大量上市时， 红皮萝卜的市场
价格跌到每公斤0.4元，而且大部分卖不出
去，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就在这时， 联系黄栗山村的扶贫单位
共青团湖南省委立马向外求助。 步步高集
团闻讯后， 迅速到该村订购了5.5万公斤红
皮萝卜，并与该村签订了生产订单，形成了
长期的合作关系。 从此，黄栗山村的红皮萝
卜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

赵茂生说，村里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
在共青团湖南省委的帮助下， 请省农科院
的专家到村里实地考察、 推广新品种和新
技术。 针对该村传统红皮萝卜品种退化的
实际情况，推广“德高红”红皮萝卜新品种。
并通过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每个红皮萝
卜都贴上了可供查询的“身份证”。 到目前，
全村红皮萝卜发展到近400亩，每年晚稻收
割后，可以种两茬红皮萝卜，每亩红皮萝卜

的单茬平均产量从以前的1500公斤， 提升
到3000公斤，单茬纯收入达6000元。 加入
合作社后，身体有残疾的贫困户唐先海，每
年种植红皮萝卜的收入在3万元以上，实现
脱贫。

通过把传统的红皮萝卜产业做大做
强，2016年，黄栗山村成为全省第一批整村
脱贫摘帽的贫困村。

黄栗山村整村脱贫后， 发展的步伐没
有停止， 该村利用离县城仅5公里的优势，
整修河道，种植垂柳和花卉，把河道打造成
风光带，并整体规划民居，发展休养观光。
该村村委会主任钟振华胸有成竹地对记者
说：“力争两到三年内， 我们要把黄栗山村
打造成为县城居民休闲的后花园。 ”

“这些新年礼物， 我喜欢”

�红皮萝卜 红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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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肖军）“老段， 生活上还有什么困
难？ 孩子的新衣服买了吗？ 危房
改造的事我们已和镇政府作了安
排。” 2月12日， 怀化市质监局主
要负责人带领一批干部， 来到溆
浦县北斗溪镇来凤村深度贫困户
段自钧家慰问， 坐在火炕旁促膝
交谈， 嘘寒问暖。

早在1月初， 怀化市委就作出
部署， 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关心农村贫困群众生产、 生活，
根据各自的扶贫联系点和联系户，
逐一走访不漏户， 开展送春联、
送食物、 送衣被、 送计策“四送
活动”， 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
难， 让贫困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
和的春节。 从2月9日开始， 洪江
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干部对扶贫联
系点———洪江市桂花园乡堆边村
27户结对帮扶的贫困户， 逐一上
门送上大米、 食用油等物资。 其
中一名贫困户在城里住院， 该院
主要负责人又赶到医院探望， 详
细了解治疗情况， 送去温暖。

既解眼前困， 又商脱贫策。
怀化市委还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在
走访慰问时， 帮助贫困户制定因
地制宜解决脱贫的办法， 找准产
业项目进行帮扶。 芷江侗族自治
县芷江镇王坡村贫困户江贤坤与
患有精神病、 36岁的儿子相依为
命， 春节前夕， 芷江司法局干部
上门送去慰问金， 并与江贤坤商
定为他争取产业帮扶资金、发展种
养业脱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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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周林松 尹萍） 2月12日， 岳阳
市岳阳楼区委、 区政府及区民政局工
作人员把慰问金送到奇家敬老院五保
老人李爹手中， 老人脸上洋溢着幸福
笑容。 连日来， 岳阳楼区组织千名党
员干部下基层， 开展“送精神、 送清
洁、 送温暖” 活动， 截至目前， 对2万
多户困难群众和部分特殊对象共发放
救助慰问资金2000多万元。

岳阳楼区着力做实民生保障工作。
一年来， 通过规范程序、 精准认定、
动态管理、 应保尽保等措施， 将全区
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3120元/年， 实现
农村低保标准与国家扶贫标准“两线
合一”； 实施城乡低保救助17977户，
发放资金7500多万元； 累计为886名
城市“三无”、 农村五保对象发放供养
金800多万元； 实施医疗救助2095人
次， 发放资金700多万元； 保障和安
置受灾居民3400多人次， 发放救灾资
金300多万元。 以一系列民生保障举
措， 大幅提高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
水平。

为确保困难群众过上一个祥和幸
福的中国年， 岳阳楼区制定春节慰问
活动方案， 区委、 区政府负责人分头
带领机关党员干部下基层 ,开展“三
送” 活动。 区民政局集中走访敬老院
特困供养人员、 残疾军人、 特困优抚
对象、 农村低保户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等； 筹集20万余元， 购买棉被2000多
床、 棉衣3000多件及大米、 植物油等
生活物资， 为困难群众送去党和政府
的关怀。

�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田
育才 通讯员 田贵学 王园园） “谢
谢你们给我送来慰问金。” 2月13日
上午，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沅古坪镇沅
古坪社区， 92岁的低保兜底户秦秀
妹老人拿着1000元春节困难补助，
对前来走访慰问的镇干部连声道谢。
自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以来， 该区
党员干部共走访慰问困难群众4万余
人， 发放慰问资金及慰问品总值超过
450万元。

为开展好集中走访慰问活动， 永
定区民政和民族宗教局提前1个月做
好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各乡镇、 街道
结合往年春节慰问活动实施情况， 精
心研究确定春节慰问对象， 并及时准
确将慰问金和慰问品发放到困难群
众手中。

活动中， 该区结合10多万人在
外务工经商的实际， 重点开展为空巢
老人送温暖、 为留守儿童献爱心、 为
外出农民当靠山的“三为” 活动， 让
空巢老人有依靠、 留守儿童有关爱、
外出农民有保障。 同时， 为2000多
名空巢老人和300余名留守儿童建立
联系卡， 组织驻村帮扶党员干部、 镇
村组党员干部结对帮扶， 让他们过一
个温暖的春节。

针对外出农民工维权难等情况，
该区开通劳动监察投诉“绿色通道”，
及时受理农民工诉求。 2018年春节
前， 该区劳动监察大队联合街道办事
处、 政法部门化解欠薪纠纷矛盾5
起， 涉及农民工170余名， 为农民工
追回工资152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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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区 永定区

�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陈昊
彭业忠） 春节前夕，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党员干部奔赴乡村、 社区， 走访慰
问困难群众， 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
怀与温暖。

在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和流滚村，
自治州州委主要负责人与结对帮扶贫困
户龙华知、 吴庆成促膝谈心：“一年到头，
整个家庭的总收入有多少？够不够开销？”
“过完年，有什么新打算？ ”关爱之情溢于
言表。 在龙山县，53名县级领导带队，
3000余名党员干部深入到397个村（社
区） 开展下基层、 送温暖、 解民忧活动，
累计为联系村 （社区） 困难群众送去帮
扶资金1000余万元， 解决各类实际问题
1.8万多个。 州卫计委党员干部逐一上门
走访慰问312户结对帮扶贫困户， 送去了
近30万元春节“红包”。

自治州政府主要负责人来到州直单
位困难党员家中， 送去慰问物资， 祝福
他们新春吉祥。 州委宣传部负责人到龙
山县向阳煤矿、 洛塔煤矿等困难企业，
与企业负责人、 职工代表座谈， 鼓励困
难职工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6名来自自
治州各地的孤儿大学生， 每人收到了州
慈善总会送来的5000元“朝阳助学行
动” 助学金。 州地税局与湖南日报社湘
西分社的党员干部来到永顺县西岐乡敬
老院， 给25名老人拜年， 大家围着火炕
唠家常吃刨汤肉， 其乐融融。

在自治州各地， 文化、 科技、 卫生
“三下乡” 活动热闹上演。 或送去一台台
精彩的文艺演出， 或写春联送春联， 或
提供免费体检， 让群众享受到了精神文
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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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肖强）春节日益临近，春运迎来节前人流、
车流高峰。长沙交警坚持早研判、早动员、
早部署，坚持管控与管理相结合，强化责任
落实，严格路面与源头管控，确保全市春运
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据了解， 为打好今年春运交通安全保
卫战， 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托长沙市
公安局大联合交管中心，按照“研判预警、
主动攻防、合成研判、精准打击”工作理念，
针对近两年春运道路交通“节前返乡流、节
中探亲流、节后返程流”交通流特点以及事
故多发区域、 事故多发道路、 事故多发时
段、事故多发车辆、事故多发天气等呈现的
时空特点，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制定具体工
作方案、分流疏导方案和应急预案，对重点
站点、重点节点、重点道路、重点车辆、重点
违法“五个重点”突出管控。

春运期间， 长沙交警牢牢抓住春运安
保路面主战场，全警停休，全员上路，着力
构建“前端隐患清零、中端严管严控、末端
倒查问责”体系，持续开展春运交通安全大
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数据显示，截至
2月11日， 全市累计投入警力9414人次，出
动警车2199台次， 依托14个春运检查执法
站和40个动态巡逻执勤点， 开展集中统一
行动328场次，10天累计检查长途客车、客
运包车、危化品车辆、面包车等车辆23014
辆，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1571起。

与此同时， 长沙交警着力加强春运交
通安全社会面宣传，联合市交通局、龙骧集
团等单位，为春节返乡的进城务工人员、学
生、困难群众等免费送出车票500张；依托
春运检查站、流动执勤点、客运站场、出城
通道口为旅途群众提供饮水、 急救药品等
便民服务，先后救助困难群众677人。

�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潘帅成 岳赟） 记者今天从邵阳市
公安局召开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 该市“2017·12·27扫黑除恶专
案”于2月11日成功告破，抓获涉嫌犯罪的
团伙成员17人，扣押作案车辆3辆及一批作
案器械，打响了该市今年扫黑除恶第一枪。

据了解，“2017·12·27扫黑除恶专案”
是一起发生在新邵县的恶性聚众斗殴案
件。 2017年12月27日23时50分左右，曾某
某纠集40多人， 在新邵县城酿溪镇沿河路
与资码街交叉路口附近，与何某某纠集的9
人聚众斗殴。 双方持管制刀具互殴，3人被
砍伤，曾某某一方随后驾车逃离现场。

新邵县公安局在侦查中发现， 该案与

同年10月13日发生的健康路聚众斗殴案以
及12月16日发生的胖子婆夜宵店寻衅滋事
案， 在团伙成员与作案凶器来源方面存在
着交叉重叠关系， 疑似黑恶势力团伙所
为。 在串并侦查后， 新邵警方顺藤摸瓜查
出了“天狼部落”“忠义堂”两个黑恶势力团
伙。 经过1个多月细致调查，收集了2个团伙
涉嫌犯罪的证据。 2月11日晚， 在新邵县
委常委、 县委政法委书记张晨阳指挥下，
县公安局组织刑侦、 巡特警及酿溪派出所
等警力100余人， 分成10个抓捕组， 在新
邵、 邵阳市区等地实施集中收网抓捕行
动， 抓获团伙头目曾某某、 何某某及团伙
成员共17人。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

10天查车2万余辆
长沙交警全员上路
确保交通安全有序

邵阳打响新年扫黑除恶第一枪

巧手剪纸迎新春
2月13日，孩子们在展示剪纸作品。 当天，道县周逊兰美术教育工作室开展“迎狗年”剪

纸文化课，让孩子们通过创意剪纸感受剪纸艺术的魅力，了解春节文化。
何红福 李淑娟 摄影报道

乡村振兴纪实

� � � � 2月10日，黄栗山村村民在清洗红皮萝
卜，准备销售。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 年 2月 13日

第 2018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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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 1040 13104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68 173 392364

9 2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2月13日 第2018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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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2330064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8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663708
0 20796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77
75265

1303129
14698811

61
2879
50446
587460

3000
200
10
5

0711 16 21 2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