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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
员 刘庚旺 欧阳友忠）新春雨霏霏，潇湘造
林忙。2月22日， 宁远县组织3000多名机关
干部来到天堂镇百步岭村的后山上， 共种
植湿地松、枫香、樟树、油茶等苗木近6万
株，使360余亩荒山披上绿装。干部职工新
春上班就种树，是该县坚持了10年的做法。

宁远县是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
区、 国家主体功能建设示范县。 该县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施“生
态立县、旅游兴县”战略，开展“碧水、蓝天、
净土”环境保护三大行动，加强大气、水体、
土壤、废弃物等污染防治。

据介绍，近年来，宁远对全县范围内的

生态公益林、国有林场、天然林全面实行禁
伐限伐， 全面启动公益林生态补偿， 坚持
“十年不砍树， 十年栽好树”， 通过退耕还
林、荒山造林、基地造林、通道造林等方式
新增绿地面积。仅2017年，就封山育林3万
亩，种植各类苗木802万株，完成新造林5.13
万亩、 通道绿化300公里、 水系绿化102公
里，其中通道绿化经验在全省推介。同时，
开展“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和美丽乡村示
范创建活动，投资2亿元，建设九嶷河等湿
地公园10个， 创建国家或省级生态文明示
范村镇26个、市级生态示范村62个、秀美村
庄119个。

坚持10年的植树造林， 换来了绿水青

山、蓝天白云的美景。截至2017年底，宁远
县森林覆盖率达69%以上，地表水和饮用水
达标率100%， 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在90%
以上，该县连续3年被评为全省“城乡环境
卫生整洁行动十佳县”，九嶷山舜帝陵景区
成功晋升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良好的生
态环境引来八方游客，去年全县游客量、旅
游收入分别增长30%、18%。今年春节期间，
九嶷山接待游客达10多万人次。

湖南日报3月1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
员 刘飞）田间一片新绿，清溪潺潺流过，炊
烟袅袅升起……早春二月， 走进邵阳县蔡
桥乡福林村，映入眼帘的是“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田园。然而，脚
下这片土地曾是伤痕累累的废弃煤矿区。
“昔日荒凉地，如今换新颜。”福林村党支部
书记吕会龙说。

2013年，邵阳县落实上级要求，将县内
煤矿全部关闭。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该县没
有一味追究GDP， 而是围绕绿色发展综合
施策，大打生态牌，以低成本、可持续的治
理模式，实施生态农业、美丽乡村、风景长

廊、 绿色通道、 森林康养等一系列生态项
目。福林村抢抓先机，盘活流转荒废煤山近
2000亩，发动村民种植红豆杉、银杏、石楠
等苗木和脐橙、柑橘、黄桃等果树。如今，全
村70%的煤窑山地成为了郁郁葱葱的“花果
山”，年创产值900余万元。

守住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近年
来，邵阳县签订的重大招商项目中，多为生
态项目。中诚大通集团投入8亿元，在邵阳
县新城东区建设集科研、加工、交易、博览、
旅游观光于一体的邵阳国家油茶产业示范
园；吉林东湖环球旅游集团投资20亿元，打
造河伯岭康养基地与通用航空综合体；弄

子三农公司投资18.9亿元，在弄子村发展运
动休闲度假、田园综合体、漂流、水上乐园
等， 这些项目都是依托当地良好生态办起
来的。

据了解，近年来，邵阳县发挥当地生态
资源优势， 成功打造全国特色小镇2个、生
态示范乡镇5个、“秀美村庄”77个、 观光生
态农庄与农家生活体验园110个。 如今，走
进邵阳县乡村，处处皆风景，白鹭岛休闲垂
钓、金江湖绿色骑行、弄子村花海漂流、羊
古坳赏牡丹、 河伯岭看红杜鹃……一年四
季景不同，春夏秋冬看不尽，田园风光醉游
人。

10年造林换来绿水青山
宁远森林覆盖率近70%，地表水和饮用水达标率100%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3月1日，阳光明媚，人勤春早。双峰县
梓门桥镇黄马洲现代农业产业园基地正
在上演着劳动交响曲： 几辆挖土机正在
“轰隆隆”地翻耕土地，不远处三五成群的
村民们说说笑笑地在地里栽种红心脐橙
树苗，基地负责人易满全正指挥着一辆三
轮车的车主把有机肥倒在游步道旁……

“还没出元宵节，你们就忙起来了？”
“没办法，时间紧、任务重，只得抓紧

干。”易满全说，大家初六就到基地了，整
个基地面积1080亩，辖黄马洲村、大冲村
两个村，去年9月进行了土地流转，今年4
月前必须完成果树幼苗的移栽。

阳光很温暖，易满全脱了外套，领着
记者参观：“这片地面积800亩，将全部种
红心脐橙；另外的280亩，将被打造成‘百
果园’，初步定了30多个果树品种，可实现
四季采摘。等5年丰产期一到，这里的红心
脐橙产量就可以达到320余万公斤，年产
值可达1000多万元呢。”

易满全介绍，去年，基地被列入了省
重点扶贫产业项目， 采取合作社形式，梓
门桥镇2500名贫困人口以产业扶贫资金
入社。合作社每年按比例返还本金和固定
分红，还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有种植
红心脐橙意愿的，则提供免费的培训和技
术指导。

“如今，梓门桥镇红心脐橙的种植面
积已达万余亩， 每亩产值平均有3万元左
右， 被誉为乡亲们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呢。”

“您当初为什么选择红心脐橙呢？”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市场论证的。”

易满全告诉记者，2003年以前，他还在长
沙经营着一家电脑器材店。当时老家梓门
桥镇大冲村正在如火如荼地落实国家退
耕还林政策，可退耕之后种什么，村民们
拿不定主意，就请见过世面的易满全拿主
意。易满全肩负着全村人的嘱托，不敢马
虎，赴各地考察，又对土壤取样检测，最后
决定种植省农委推广的新品种“红心脐
橙”。可不少村民认为，全省柑橘本来就偏
多，价格还不高，换个新品种，卖不出怎么
办？

易满全非常看好这个产业，他把自己

的十几亩旱地和积蓄全部拿了出来，种上
了红心脐橙。在他的带动下，不少胆子大
的村民也跟着种上了几亩。没想到3年后，
红心脐橙挂果，一个个橙子红皮、红瓤、个
大，味道甜中带点酸，汁多肉厚，一下子就
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前来采摘，在树上就
以每公斤10元的价格卖光了。

尝到了甜头，大冲村的红心脐橙面积
很快就扩大到了3000亩。 为打响红心脐
橙品牌，实现规范化管理，易满全于2016
年初先后成立了金泉红心脐橙开发有限
公司、双峰县鸿程红心脐橙农民种植专业
合作社， 带动贫困户种植红心脐橙6000
多亩。2017年，又流转了1080亩地，创立
黄马洲现代农业产业园， 欲打造成集育
苗、种植、加工、四季采摘、餐饮住宿等于
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园。

“多亏了易满全当初的坚持，我也跟
着他种了几亩，如今我家的红心脐橙面积
扩大到了20多亩， 一年红心脐橙的收入
就有四五十万元，基本上不出县城就卖光
了。” 大冲村村民黄友明是第一批尝到甜
头的种植大户。贫困户彭卫在基地做工已
经快一年了，每月收入3000多元，离脱贫
摘帽也不远了。

乡村振兴纪实

小小红心橙 带富千万家

绿色发展成就美丽田园
邵阳县建成2个全国特色小镇，5个生态示范乡镇，77个“秀美村庄”

� � � � 2月28日，航拍双峰县梓门桥镇黄马洲现代农业产业园基地。 李建设 摄

新闻集装

宜章
发现太阳鸟

湖南日报3月1日讯（通讯员 曹丽
媛 李明华 记者 颜石敦）“几十年没
看到这种鸟了， 没想到在宜章拍到
了。”2月27日，摄影爱好者张吉安在宜
章县玉溪镇长冲村一片树林里， 发现
一对珍稀濒危的太阳鸟。

太阳鸟体型纤细，嘴细长而下弯，
嘴缘前端有细小锯齿。 太阳鸟主要分
布在中国、 菲律宾、 印尼等国家和地
区。全世界共有14种太阳鸟，这次张吉
安拍到的是一对雌雄叉尾太阳鸟，各
长约8厘米。其中雄叉尾太阳鸟头至肩
为绿色，背为暗橄榄绿，腰呈鲜黄色，
尾上覆羽呈金属绿。 叉尾太阳鸟对生
态环境要求很高， 喜欢在茶林花丛中
活动，主要以花蜜为食，有利于传播花
粉、繁殖果木。

祁阳
春季造林2.2万亩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得花 唐科）2月28日， 祁阳
县2000多名党员干部来到该县茅竹
镇三家村植树2万多株。

祁阳县抢抓近段造林绿化的有利
时机， 迅速推进湘江流域退耕还林还
湿试点扩建工程、 浯溪国家湿地公园
绿色廊道建设等林业重点工程项目，
以及城区绿化、通道绿化、水系绿化、
山地绿化和乡村绿化等绿化工程，掀
起今春造林绿化高潮。截至目前，全县
完成造林整地2.6万亩， 造林2.2万亩，
种植樟树、 桂花等各类绿化大苗18万
余株。

多彩开学第一课
3月1日,衡南县明德小学， 孩子们展示寒假期

间的手工作业———剪窗花。 当天， 该校以猜灯
谜、 贴春联、 剪窗花、 挂灯笼、 讲故事等多种形
式举行开学第一课， 让孩子们充分发挥特长， 快
快乐乐上好开学第一课。

刘晓飞 阳新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3月 1日

第 20180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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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 1040 7082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41 173 197393

6 1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3月1日 第2018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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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19696331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5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5 16489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06
56937

1150655
7163214

17
2111
41583
267910

3000
200
10
5

1615 21 26 2916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同学们，新学期开学了。今天我们一起学习
角的分类，有直角、锐角、钝角……”3月1日，在江
永县桃川镇大源村小学， 老师李海旺正在给村里
的留守儿童上课。

今年40岁的李海旺是大源村小学唯一的教
师，还是代课老师。大源村离江永县城50多公里，
全村散居102户458人。1995年，村小学的一名老师
退休了，没有其他老师愿意来这里，学校面临着撤
校的局面。看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睛，刚刚初中
毕业的李海旺决定留在村里当一名代课老师，那
年他才17岁。

“我们小学是江永县唯一现存的复式班学校，
仅有两间教室，19名学生。”李海旺说，这里90%的
学生都是留守儿童。

大源村地处偏僻，山多田少。多年来，一些孩
子的父母外出打工， 李海旺主动当起了孩子们的
“代理家长”。今年春节，他又放弃休息时间，免费
帮助看管和教育孩子。 李海旺说：“村庄经常发生
山体滑坡，孩子们在山里面跑来跑去，很不安全。
我就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利用假期补课。”

今年10岁的李国金，读四年级，爸爸妈妈都在
广东打工，过年也没回来。李海旺经常对李国金进
行心理疏导和学习辅导，“李国金很内向， 很少与
同学交流。我有空就去指导他做作业，鼓励他与同
学沟通。”

李海旺一门心思管学生，农活、家务活全压
在了妻子李庚连的肩上。妻子李庚连说：“他天天
在学校当‘孩子王’，家务事一点也帮不上忙。”

从这所学校走出大山的学生一拨又一拨，而
他凭借自己对教育的热爱，留下来当代课老师，而
且一“代”就是23年。

去年5月，村民见李海旺人老实，勤奋肯干，又
推选他兼任了村干部。

李海旺更忙了。10多名孩子的学习、生活他要
管，村里的事也要操心。让他高兴的是，2017年大
源村14户贫困户成功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修通了
村级公路，建起了公路护栏，改造了过河危桥，还
建起了光伏电站， 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
善。

“看到孩子们健康成长，我就非常欣慰。”李海
旺说，近些年来，通过他的联络，一些爱心人士来
到瑶山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牵手贫困学生”等活
动，让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学生感受到
了关爱。

� � � �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陈昊 通
讯员 向晓玲 李焱华）今天，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浦市历史文化名镇保护
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是自治州获得
地方立法权以来通过的第二部地方性
法规，当地举办了宣传贯彻条例万人签
名活动和法律法规知识抢答赛。

2015年8月，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第22次会议正式把《浦市历史文化名
镇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列入州十三届人大立法规划， 并转入
州十四届人大及其常委会2017年立
法计划。2017年2月，泸溪县人大常委
会正式启动、 组织起草工作。2017年
11月30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批准该《条例》。

《条例》共五章三十五条，突出对浦
市古镇的保护。在制定保护措施上，突出
核心区和控制地带的保护，突出文物保
护单位、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巷格局的保
护，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和控制要求。
对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建筑维护、禁
止行为、环境保护、非遗保护与利用等，
都作了相应规定。

浦市古镇位于沅水中游， 是湘西
四大古镇之一，2010年被评为国家历
史文化名镇，2016年被评为国家4A级
旅游景区。现存历史街区3处、古遗迹2
处、古建筑204处，拥有辰河高腔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高山坪古驿道、 菊花
石林等景观。

浦市古镇
获立法保护
《浦市历史文化名镇

保护管理条例》施行

老百姓的故事

李海旺：
当了23年“代理家长”

新晃
百姓乐享文化大餐

湖南日报3月1日讯（雷鸿涛 蒲佚
明 姚茜）锣鼓响起来，老百姓乐起来，
舞蹈、京剧、独唱、民族健身操等节目依
次登场。2月27日，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
文体广场上，来自乡镇、社区、协会的文
艺队伍在举办“百姓大舞台”活动，先后
献上51道“美味”的“文化大餐”。

这是新晃改善“文化民生”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新晃不断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去年来，新晃投入6000余万元，
完成了144个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建设， 全县共送戏下乡138场次、
送图书2300余册、送电影3300场，组织
举办民族传统习俗文化活动15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