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杨卫星 李艳）昨日，在涟源市
荷塘镇开店做生意的戴田初，将一面印有“拾金不昧风格
高，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大红锦旗，送到荷塘镇党政办公
室，感谢镇城建办主任颜佑清拾金不昧，让他不慎丢失的
10万元钱完璧归赵。

2月14日下午， 颜佑清带领镇里平安志愿者在街
道执勤时，看见地上有一个黑色塑料袋，打开一看竟
是一大袋钱。镇长邓勇东接到报告后，马上安排专人
将钱清点后交给派出所保管。同时派人跟邮政储蓄所
和信用社联系，查找那个时间段是否有人取过这么多
现金。

2月19日，通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失主戴田初。戴
田初是杨市镇人，在荷塘镇做生意。14日下午，他取了10
万元钱去办事，不慎丢失，急得四处寻找。面对失而复得
的巨款，戴田初感激得热泪盈眶。

湘潭：
“春节招聘周”启幕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李荀龙)湘潭市“春节招聘周”活动
今天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5天，每天将
举行专场招聘会。开幕当天，进场招聘企
业110家，提供工作岗位近1.1万个，吸引
2000多人进场求职， 其中423人达成初
步意向。同时，湘潭县、湘乡市、岳塘区分
别举行了“春风行动”现场招聘会。活动
期间，将组织21家本地企业，分赴张家界
市、自治州永顺县和古丈县召开“湘潭·
湘西劳务协作”现场招聘会。

湘阴：
长康集团开门红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汪鹏 ） 今天，36辆大货车载着
“长康”系列产品，从湘阴县工业园湖南
长康集团总部开出来。长康集团总经理
谭光辉介绍，2月22日， 集团获得订单
1300多万元，实现了开门红。近年来，湖
南长康集团大力实施绿色生态发展战
略，已发展成为年产值过10亿元，拥有

“长康”“兰岭”等3块中国驰名商标的省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中方：
村村“文化嘉年华”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杨捷灵）2月22日， 在中方县桐木
镇大松坡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村党支部
书记唐克勇带着村民们一声吆喝：“唱大
戏咯！”去年来，中方县实施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建设全覆盖项目。“把村民吸引到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让大家享受‘文化
嘉年华’。” 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各村共举办各种文体活动530多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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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23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李锦晟）
2月22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湘潭经开区召开党政办公
会，专题研究推进办事“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会议决
定， 湘潭经开区将在全区推进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
“最多跑一次”改革，3月正式启动，分步推进，在今年8月
基本实现改革目标。

“最多跑一次”就是通过优化办理流程、整合政务资
源、融合线上线下、借助新型手段等方式，让群众和企业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到政府办理“一件事情”，在申
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时，从受理申请到作出
办理决定、形成办理结果的全过程一次上门或零上门。

今年，湘潭经开区“最多跑一次”改革将主要完成4
个方面的任务：一窗受理，推进政务服务新模式；一套标
准，规范服务事项申报受理；一网通办，实行政务服务数
据共享；一站服务，全面打造“区-乡镇(街道)-社区”三
级政务服务平台。

此前，湘潭经开区积极探索立体式行政审批，行政
审批时间大大缩短，提高办事效率60%以上，受到企业
和群众点赞，这也为推行办事“最多跑一次”改革打下了
坚实基础。

在湘潭经开区，3天就办妥营业执照，企业与行政审
批职能部门“零见面”。这是2017年加拿大麦格纳国际
集团汽车座椅项目落户湘潭经开区以来所经历的事情。
通过“定制服务+全程跟踪”，“麦格纳”从与政府首次接
触、项目签约到定制厂房建成，只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
“真心感受到当地政府对我们企业的支持不是停留在口
头上，而是切切实实的行动!”湘潭麦格纳有限公司总经
理彭新才说。

湘潭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孙银生表示，推进办事“最
多跑一次”改革，是政府对企业和群众的一种庄严承诺、
一种流程再造，也是一个全程监督、透明、廉政的阳光工
程。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利平
王肖红）“春节期间，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未发生任
何生产安全事故，确保了醴陵百万父老乡亲欢度平安祥
和的新春佳节。”2月22日， 醴陵市安监局主要负责人接
受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

作为全国烟花爆竹主产区， 醴陵市内高危行业和领
域点多、面广、线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为此，该市在1月
19日部署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百日行动”，明确从1月
20日至4月30日，深入推进“网格打非”，促进安全发展，确
保节庆祥和，为新的一年安全生产工作开好头、起好步。

据介绍，醴陵市“网格打非”即采取“片区包干、划分
网格、实名负责、职责到位”方式，快速排查和处理非法
生产与经营行为，不留“空挡”。坚持党政同责，要求各部
门、单位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监管，突出烟花爆竹、煤矿、
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危险化学品、油气管道、交通运输、
建筑施工、粉尘防爆、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及人员密集
场所，集中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特别针对烟花爆竹
行业，出台了专门的“百日行动”实施方案，以及烟花爆
竹经营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醴陵市还结合节日安全生产工作特点，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联合执法。从1月26日起，该市安监局联合公安、
城管、食药工商质监等部门及乡镇（街道），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行动。除了打击、取缔非法经
营、储存、运输烟花爆竹行为外，还对合法经营的零售网
点进行了安全检查，对存在问题的当场下达责令限期整
改书。已取缔非法经营门店31家、非法流动摊点26处，拆
除零售门店广告牌8块，收缴了一批烟花爆竹成品，有效
规范了烟花爆竹经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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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周智敏

鼓点响起，睡狮睁眼，时而威武勇猛，时而幽默诙
谐……2月16日零时，央视春晚广东珠海分会场上，由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8名男孩参演的《醒狮闹春》，为观
众送上了美好的新年祝福。

18名男孩， 平均年龄17岁， 都具有苗族武术基础。
2017年8月8日， 南海黄飞鸿中联电缆武术龙狮协会来到
自治州选拔舞狮人才，经过一番考察，最后决定把分会基
地落户花垣县职业高级中学。

吴谨、隆胜通、龙毓韩……花垣县职高18名男孩报名
参加了舞狮队， 并于2017年12月26日赴广东省佛山市集
训。“广东醒狮集武术、舞蹈、音乐等为一体，具有表演性
和观赏性。 队员们只花40多天就完成了别人半年才能完
成的练习项目。”该协会负责人点赞自治州大山里来的孩
子，“不怕苦，不怕累，有韧劲！”

带队教练吴建章介绍， 醒狮表演不仅要求表演队员
掌握醒狮的跳、滚、踢、瞭望、金鸡独立等基本动作，还要
具有扎实的武术基本功。 他带领队员们每天早上7时起
床，打半个小时的“苗拳”，再进行30分钟的耐力长跑。早
餐后，由当地师傅带领队员打“南拳”，接着训练狮头狮尾
协作练习：叩首、伏、坐、蹲、跃、翻、摇头摆尾等基本动作。
每天共10个小时的密集训练，队员们因此手掌、脚底磨起
了泡。“教练对我们有一个比较苛刻的要求———剃光头，
开始大家有怨气， 但看合影都笑了。18个人拼到一起，像
十八罗汉，蛮帅！”吴谨说。

十八少年郎
醒狮闹春晚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 （记者 颜石
敦 通讯员 林航竹）2月23日，农历正月
初八，汝城县城万人空巷、锣鼓喧天，当
地大型春节民俗文化活动“装故事”正
在举行，引来1万多人观看。

汝城县是我省历史文化名城，境内
保存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装
故事”是当地独特的民间文化活动———
一种脸谱化、服装化的娱乐戏，在当地
已流传数百年。当天清晨，汝城县卢阳
镇益道村参加演出的小孩穿上戏服，由

化妆师画上武松、 孙悟空等人物脸谱。
上午9时许， 表演队伍从村中出发，“装
故事”拉开大幕。这次“装故事”精心编
排了《半条被子》《富贵图》《穆桂英挂
帅》等18台故事，围绕县城进行展演。43
个小朋友参加扮演，最大的12岁，最小
的仅4个月。 天真无邪的小孩扮成帝王
将相、 才子佳人等， 站在1米高的阁台
上，演绎古代戏剧和现代生活中发生的
故事，活灵活现。

慕名而来的广东游客邓浩彬高兴地

说：“汝城‘装故事’规模大、气氛浓，看到
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大开眼界！”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村民们
自发设计、制作、表演‘装故事’，抒发对
美好生活的热爱。” 益道村党支部书记
何新堂介绍，每台故事的阁台重100多
公斤，用钢筋焊接，小孩子坐好后用宽
布条固定，由4至8人抬着。

“装故事”还配有舞龙队、吹打乐
队、腰鼓队等，所到之处人山人海，欢笑
声、喝彩声响成一片。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 (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宋铁山 江怀远 )今日，节后

上班第二天，益阳市开展“促项目进
度、促企业开工”活动，市委、市政府
在家领导分赴8个县 (市、区 )的39个
项目、企业，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和企
业开工情况， 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

在益阳， 到处可见热火朝天的生

产建设场景。 在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
司、莎丽袜业、安兴电子等企业生产车
间， 益阳市委主要负责人与公司负责
人边走边聊，询问公司运营情况，鼓励
他们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更多新产品，
为公司赢得更大发展空间。 并嘱咐相
关部门负责人，进一步完善政策，优化
服务，支持园区、企业做大做强，确保
项目签约一批，尽快落地一批、竣工投

产一批。
今年益阳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 以过硬举措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力争在全省“产
业项目建设年”活动中有更大作为。今
年一季度， 益阳市预计可建成投产项
目18个，这些项目总投资达21亿元，其
中产业建设类项目10个、 总投资15.4
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邓锦庆

春节年年过，年年又不同。因为赶上新时代，双峰县
三塘铺镇黄河村这个春节不一样。

“今年不用为找工作的事情发愁了，年还没过完，
‘工作’就找上门来了。”2月18日，正月初三，该镇黄河
村村民蒋文明父子3人就收到了长冲村“包工头”刘文
华的工作邀请， 请他们3人过了正月十五就去他承包
的工地上开铲车。“这次刘老板请我们父子3人都去他
的工地，只要好好干，不愁挣不到钱。”蒋文明高兴地
说道。据了解，三塘铺镇100多名“包工头”，趁着春节
拜年访亲机会，先后在本镇招收了6000多人，还在邻
近的邵东、涟源等地招了近千人，为2018年大干工程
备足了人才。

不仅送工作，还有人送技术。黄河村戴友元是位
药材种植专业户， 去年他仅药材收入就达5万多元。
可他同村的表弟邓作庆 ，66岁了还在外面打零工赚
钱，辛苦不说，一年到头也挣不到多少。初四一大早，
他就来到表弟家， 鼓励他在家种植药材：“你就放心
大胆地干 ，种苗我包送，技术我教你 ，药材我还帮你
包销。”

这几年，节能环保意识也在黄河村普及开来，平时爱
看书读报的村民邓余庆更是深受其影响。今年春节，邓余
庆的儿子邓坤良趁着回家给父亲拜年之际， 就把家里的
灯具全部换上了节能环保灯。看着亮堂堂的房前屋后，喜
得邓余庆连声称赞：“这些节能灯具，既节能又光明，我最
喜欢。”

2月 22日晚，
辰溪县王安坪镇，
群众观看“炸火
龙”， 祈福风调雨
顺。当天，该镇举行
一年一度的“炸火
龙” 传统民俗文化
活动， 吸引周边市
县万余人参加。

张世友 摄

“炸火龙”
祈福

风调雨顺

新闻集装

万人争睹“装故事”

企业忙开工 项目争上马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年画是中国欢度农历新年的装饰
品。但如今手工年画越来越少见，面临
失传的危险。在郴州市苏仙区许家洞镇
株梓塘村，69岁的老人胡久韶守候年画
56载，留住了人们记忆中的“年味”。

2月12日，记者在胡久韶的画室里，
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年画，大多是以百姓
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花卉、虫鱼鸟兽
为题材创作的，画面充满乡土味。

胡久韶是地地道道的农民，13岁开
始自学画年画。因为家里贫穷，没有钱
去学画画，完全靠模仿和观察，自学成

才。为了画好竹子，他每天蹲在自家屋
子旁的林子里，观察竹子的形态，进行
临摹。为了画好老虎，他特意跑到广东
的动物园去看老虎。几十年来，他坚持
一边务农一边画画，30多岁时已是当
地闻名的“年画大师”。

胡久韶告诉记者，画年画，神态非
常重要，需讲究技法。写意注重意境，
工笔注重精美。“从老虎这个画来看，
它鼻子这一边和眼睛这边的毛， 要一
根根地把它梳出来， 这样就是工整的
工笔。”胡久韶指着一幅已画好的老虎
图说道。

除了绘画技巧， 画不同题材的年

画，对纸张的要求也很高。如画一般的
竹子、虾等，用竹签纸就行，但画主题较
为丰富的年年有余、富贵花开、锦上添
花等，要用生宣纸。

“这个纸你看它的表面和质地，吸
水大的就好一点。 有的纸适用于写字，
有的适用画画。 画老虎的纸质地要好，
要薄，要光滑。如果是粗糙的纸，可以画
竹子。”胡久韶笑着对记者说。

几十年来， 胡久韶绘制的年画无
数，培养弟子10多人，获过省及郴州市
的奖项不少。如今，虽然年画市场价值
不高，但他觉得把这些传统的技艺保留
下来，就是最大的价值。

用年画留住“年味”老百姓的故事

正月初三 工作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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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巨款完璧归赵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441128
0 2800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33
757
8542

8
20
229

2163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064
99428

358
296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2月23日 第2018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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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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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2月 23日

第 2018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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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1040 567840

组选三 717 346 248082
组选六 0 173 0

5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