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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云武 李治

初春时节，长沙县高桥镇的梅花开得
娇媚可人，清香扑鼻。梅花，香在金桥村。

金桥村， 位于长沙县高桥镇东部，距
离县城星沙20公里。这里不论是乡村小楼
还是平房农宅，每家每户都将家训雕刻在
大门口的木刻牌匾上， 用以日日自省。这
是远近闻名的“家训村”，故事特别多。

族谱传承家训
2月28日中午， 记者跟着高桥镇党委

副书记陈昱烨走进村民罗仲璜的小院里。
阳光正好， 陈昱烨捡起地面案板上的菜
刀，帮68岁的罗爹爹剁起了晒在院子里的
包菜。罗爹爹则郑重其事地从屋内拿出一
个深色木箱，搬出里面的族谱。

翻阅30本罗氏族谱，记者看到最早记
有宋朝祥兴二年的字样， 那一年是1279
年。透过老人挺直的脊背和泛黄的线装族
谱， 记者仿佛看到了这个氏族的根脉。而
一本本族谱背后，正是中华民族厚重的历
史和文化。

提起祖辈，行伍出身的罗仲璜讲话特
别有底气。他娓娓道来：族谱1948年修订
过， 靠他奶奶和母亲一路保存下来。2013
年又进行了一次修订。

族谱里记载的家规、 家训有数十页，
罗仲璜提炼出12个字：“不义之财勿取，合
理之事则从。”

家训孕育好家风。罗仲璜说，重要的
是心口如一。两年前一场大雨，让村里一
条水泥路被砂石掩埋，担任过村支书的罗
仲璜和邻居一锄头、一铁锹地将泥土清理
到路两边；村里的寺庙无人看守，担心公
共财产丢失，罗仲璜义务看护；山林防火
防盗，需要有人巡逻打扫，他又不计报酬
地将责任扛了起来。

如今，老人的儿子罗炼也茁壮成长起
来。2010年，罗炼从安徽一所高校毕业，成
为湖南平江贫困山区的一名特岗教师。如
今已在长沙工作的罗炼说，不管是什么岗
位，都要把家风传承好，发扬好。

家训春风化雨
金桥村历史悠久，明清时期就以“四

十八家茶庄”一条街享有盛名。当地政府
近年来征集“我们的家训”，对金桥村各家
各户留传的祖训进行总结和提炼。

短短几句家训，既成为当地传统文化
传承的载体，也成为当地民风向上、向善、
向美的风景线。

如村里的王新平7岁时因为触电，失

去了双手，右肢基本被截，左手只剩下不
到2厘米长的残肢。这个在外人看来的“可
怜人”，从小就天天用嘴巴叼着铅笔练习，
大一些的时候趴着骑自行车，最远骑到了
50公里以外的橘子洲。

几年前，他看到一位村民被高压线电
倒，趴在水塘里面一动不动，他克服着自
己被电击过的心理恐惧， 把人救了起来。
后来，从小在河里洗澡的王新平在村边的
金井河又救了一名溺水者； 一个夜晚，还
救起一位从2米高的田埂上摔下的老人；
又有一次，和村民一道救起一位被耕田机
压倒在泥水里的大汉……

村民熊加志也有一个冬夜下河的故
事。 那是2016年正月十三，被呼救声惊出
门的熊加志赶到河边,发现有人跳河，便扑
进水中，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人拖上了
岸。熊加志和妻子将人救回家，并烧起
了柴火取暖； 听见动静的村民们纷纷来
帮忙烧热水、煮姜茶、烘衣服，“那天晚上
的火，烧得好大，不断地添柴。”熊加志至
今回忆起来，都激动不已。

在金桥村，还有不离不弃、细心照顾

高龄婆婆的易淑莲，捐房子出来做公益活
动的村小组组长刘新平，义务修缮、维护
古井的柳伯祥……在家训、家风的影响下,
该村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陈昱烨告诉记者，“家训村”里的好家
风曾被搬上舞台，在“欢乐潇湘 品质长沙
五彩星沙”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中展演达90
余场次。青年诗人李小军以这个“家训村”
为背景创作的《家风》一曲，经湘籍著名青
年歌唱家王丽达和汤子星夫妇深情演唱
后，在“唱响星沙”全国征歌大赛中荣获二
等奖。

长沙县通过深入宣传、 研究解读、学
习讨论、有奖征文等形式，让家规家训走
进家庭、走进广场、走进文化礼堂,引导人
们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导社会文明风尚。

老百姓的故事

桂东环境空气质量
居全省第一

去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64天

湖南日报3月3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夏芳）
省环保厅近日通报了2017年度各县市区环境质量状
况，桂东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2.35，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364天，排名全省第一。

据了解，桂东县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去年完
成造林绿化1.1万亩，新建公路绿化21.95公里，扎实
开展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空气优良率达99.7%；
全面实施“河长制”，落实各级“河长”194名，河流水
质持续优化，全年饮用水源水质保持Ⅱ类标准，其中
5个月达到Ⅰ类标准。同时，始终坚守生态环保底线，
关闭化工企业和烟花爆竹企业， 关停非法砖厂159
家，仅有的2家煤矿关停，沤江流域全面禁止采砂。

桂东县还加强加油站油气回收， 加大燃煤锅炉改
造、烟花爆竹燃放、黄标车淘汰、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等
环节的监管力度，扎实推进以“洁净乡村”“碧水行动”

“整洁工程”为重点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县常年保
持PM2.5指数在每立方米7微克左右，被上海大世界基
尼斯总部检测认定为“负氧离子含量最高的县”。

洪江
投入2000万元
扶持现代农业
湖南日报3月3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刘辉霞）今天，洪江市委、市政
府向媒体透露，继去年之后，今年该市
继续安排2000万元现代农业发展资
金，用于扶持现代农业发展。

洪江市农业部门有关负责人介
绍， 现代农业发展资金主要用于农业
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和现代农业发展扶
持奖励， 以支持在该市从事种养业和
投资兴建农业基地、农产品初加工、农
产品仓储物流、农业观光旅游、美丽乡
村建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凡在该
市流转土地相对集中连片， 从事经济
作物种植、粮油生产、杂交水稻制种、
养殖、 农业机械化生产等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或个人， 均可享受相应农业产
业奖补。

沅江
为越冬候鸟护航

湖南日报3月3日讯(通讯员 陈雯
记者 龚柏威)� 3月2日，沅江市对外公
布， 在最近进行的一轮越冬候鸟保护
行动中，共刑事立案4件，抓获犯罪嫌
疑人9人。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沅江市林
业局工作人员坚守工作岗位， 持续为
越冬候鸟护航。在南洞庭水域，设置了
6个视频监测塔，24小时巡护管控越冬
候鸟重点活动区域。组织森林公安、林
业行政执法人员及候鸟保护志愿者队
伍， 全面清除清剿盗猎分子布设的捕
鸟网和毒药。同时，加大对市区和集镇
农贸市场、大型酒店、宾馆巡查力度，
重拳打击非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 截至目
前，已查获解救天鹅、野鸭、斑鸠等野
生动物500余只。

长沙
今年注册公司

将更便利
湖南日报3月3日讯 （金慧 张蓉）

今天上午，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会议举行，确定将推行证照分离、网上
办照、“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推进
注册便利化，持续优化市场准入环境。

据介绍，今年，长沙市工商局将推
行“证照分离”改革，从制度上破解新
设企业“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不准
营”问题；推行网上办照，推动工商政
务线上线下“一体化”，推进电子营业
执照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互通、互
认、互用；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实
行先行受理、预审办理，允许申办人在
规定时间内补齐容缺材料， 持续推进
注册便利化，持续优化准入环境。

好家风带动好民风
———长沙县高桥镇“家训村”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曾楚

“奶奶，过两天我就要上学了，我好好
给你按按。”2月28日，永州火车站家属区，
一位少年手法娴熟地给一位老奶奶按摩
肩膀，还不时把老人逗得哈哈大笑。老奶
奶是今年73岁的李二秀，少年是她的孙子
雷津嵘。

记者正在采访时， 李二秀突然嘴里哼
哼， 艰难地抬起右手指了指桌上的红枣。雷
津嵘心领神会，赶紧挑了一颗大红枣，先将
红枣掰开，取出枣核，喂奶奶吃。等奶奶吃
完，雷津嵘用早准备好的餐巾纸，轻轻地帮
奶奶擦干净流下的鼻涕。雷津嵘有些羞涩地
对记者说：“平时，爸爸也是这样做的。”

说起雷津嵘的父亲雷军，左邻右舍纷
纷伸出大拇指点赞。雷军是永州火车站的

一名铁路职工， 也是一名爱心志愿者。他
除了认真工作，经常参加爱心志愿者活动
外， 剩下时间就每天悉心照顾患老年痴
呆、行动不便的母亲。每天晚上9时30分，
雷军不管再忙，都会尽量赶回家，给母亲
泡脚洗脚， 在床边陪着母亲唠唠家常，说
说工作上的事情。虽然母亲有时听不懂他
在说什么，但还是一脸认真地听着。等哄
着母亲睡着了，雷军才去睡觉。雷军每天
晚上会调上闹钟，起两次床，一次是凌晨1
时30分， 担心母亲半夜踢开被子着凉，帮
母亲盖被子；第二次是凌晨4时，照顾母亲
上洗手间。

李二秀在家坐久了，想出去看看。但因
为行动不便，她一直不好说出口。雷军了解
到她的想法后，尽管手头拮据，还是咬牙买
了一辆小车，利用休息时间带着母亲四处走

走。 雷军对记者说：“我上班只骑电动车，这
台车买了一年多才跑了6000公里。 有人给
我开玩笑说， 买个车也舍不得开， 图什么?�
我却觉得，只要妈妈开心，就值了。”

从雷津嵘懂事起，雷军就带着他参加
志愿者活动。随着年龄增长，雷津嵘耳濡
目染父亲的一举一动，开始主动照顾年迈
的奶奶。从小学一年级起，雷津嵘每天放
学回家，就帮着父亲煮饭、洗菜，抢着干这
干那。到了8岁，雷津嵘中午放学后，经常
一路小跑回家，给奶奶煮饭煮菜，喂奶奶
吃完饭，再去上学。

有时雷军晚上加班，雷津嵘主动烧水
给奶奶洗脚，伺候奶奶上床睡觉。“我看到
爸爸给奶奶洗脚时，把每个脚趾都分开擦
洗，这样才洗得干净，我也这样做。”雷津
嵘说。

其父孝，其子必孝

千万元抛出“橄榄枝”
湘潭县高待遇引进高层次和

急需紧缺人才
湖南日报3月3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李世友)

生活补贴、住房补贴、一次性补贴、个税优惠、医疗休
假待遇……近日， 湘潭县出台了《人才引进实施办
法》(简称“《办法》”)，投入1000万元向高层次人才和
急需紧缺人才抛出“橄榄枝”。

《办法》不仅立足于全县产业转型升级要求和高
层次、急需紧缺人才需求实际，还从引进类别、引进
程序、政策待遇、服务保障等方面亮出了“大招”，并
分别明确了责任部门落实各项政策待遇，既接地气，
又极具含金量。

《办法》明确，依据规定引进的人才每月可享受
生活补贴最高1万元， 享受住房补贴最高1.5万元，在
湘潭县工作满5年后视工作情况可享受一次性补贴
最高100万元。同时，对引进人才按《办法》享受的生
活补贴、住房补贴和一次性补贴，其个人所得税地方
留成部分全额奖励本人。

除了享受优越的经济待遇外， 引进的人才还可
享受医疗和休假待遇， 解决配偶工作及子女入学等
问题。

《办法》的另一大亮点是，引进的人才由县委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授予“湘潭县特聘专家”称号，并颁
发证书，纳入县级领导联系专家的范围。在同等条件
下，可优先推荐参与各类表彰评比活动、重大科研项
目、人才评选支持计划、参政议政等。

郴州取消609项
“奇葩证明”

湖南日报3月3日讯 （通讯员 陈莉 薛华 记者
颜石敦）“创业投资企业在备案和年检时， 我们不再
要求申请人提供工商登记文件与营业执照复印件。”
3月2日，郴州市发改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从去年8月起，郴州市在全省率先开展
“减证便民”专项行动。对无处开具的证明、已提交过
的证明、语焉不详的“其他有关资料”等“奇葩证明”
进行全面清理；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已实现信息共
享、可书面承诺解决或个人现有证照证明的，一律不
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明资料。目前，已取消“奇葩证
明”609项，清理力度及成效位居全省第一。

今年，郴州市将继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为基
层群众办事创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湖南日报3月3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
员 刘倩)3月1日， 长沙市雨花区召开全区蓝
天保卫战工作讲评会，主动揭伤疤、亮家丑。
会上，有关街道和部门纷纷表态，采取强力
举措，确保蓝天保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汽车南站过渡站周边区域和万芙路、
中意一路等沿线门店煤灶、 燃煤乱摆、乱
放、乱烧现象严重；黎托街道辖区汽车维
修店烤漆房操作不规范，经常散发难闻气
味……为确保蓝天保卫战在雨花区深入

开展、扩大成效，最近，雨花区有关部门专
门组织力量，在全区进行了暗访，发现了
不少严重破坏环境的现象和行为。今天的
讲评会上，播放了暗访视频短片，对存在
的问题进行点评和剖析。

该区主要负责人表示，蓝天保卫战要取

得预想成果，就是要敢于硬碰硬，敢于揭伤
疤、亮家丑，今后还将长期开展不定时不定
期的暗访督查。这次暗访表明，存在的问题
还不少，任务还艰巨,要构建“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全面覆盖”的环境监管体系,实行严格
执法，对环境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

湖南日报3月3日讯（记者 谢璐）3月2
日，在长沙市望城区黄金园河水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建设项目工地，建筑工人们正对
工地上最后一块裸露的黄土覆盖防尘膜。
该区于2月24日全面启动裸露黄土歼灭
战，截至3月1日，全区共消除裸露黄土区
域602块，约1000万平方米。

2月24日，望城区委、区政府紧急召开
“裸露黄土歼灭战”工作调度会议，部署相
关工作，各部门、园区、乡镇街道加班加点
对辖区内的裸露黄土进行摸排，全区摸排
裸露黄土区域636块， 总面积约1100多万

平方米，并于同日开始覆盖消除行动。
“裸露黄土的主要危害是产生扬尘，

造成空气污染。”望城区政府负责人介绍，
目前望城中心城区裸土基本全面覆盖到
位，下阶段将进一步加大对城郊、农村等
地区摸排覆盖力度， 做到5平方米以上的
裸土应盖尽盖，对裸露黄土全面歼灭。

据了解，望城区自开展“蓝天保卫战”

以来，以建筑工地、涉气企业等突出问题
为重点突破口，开展综合执法71次、专项
执法302次、执法检查对象7119个、发现并
整改涉及“六控”问题3970个、立案整改
256家、立案处罚121家、立案侦查8件、行
政拘留2人。今年1月至2月，该区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47天，优良率达79.6%，较去年同
期提升15.2%。

雨花区蓝天保卫敢亮“家丑”
对破坏环境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

望城区全面打响裸露黄土歼灭战
5天覆盖裸露黄土约1000万平方米

志愿者
在行动
3月2日， 桂阳县好

人志愿服务队在街头清
扫垃圾。 当天， 桂阳县

“十万志愿者在行动”学
雷锋活动月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欧阳常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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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5038602897.33（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52 0 4 3
排列 5 18052 0 4 3 7 8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24 02 16 24 30 32 04+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0

10000000 30000000

00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8年 3月 3日

第 2018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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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3 1040 2155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32 173 230436

1 6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