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案38起 结案16起
天心区监委

“百日”履新交答卷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李兴秋 陶芳芳） 9

日， 长沙市天心区纪委监委召开一季度工作讲
评会， 通报了区监察委员会 （以下简称区监委）
自2017年12月29日成立履新“百日” 的成绩：
共立案38起、 结案16起， 处分违纪人员14人，
其中科级干部2人， 移送司法机关1人； 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起10人、 “雁过拔
毛” 式腐败问题5起14人， 问责3起6人。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
卫平 张永庆 ) 今天上午， 常德市西湖管理区柳
林嘴临江大堤上， 2架无人飞机缓缓发动， 飞到
外滩上， 将黄色的灭螺药液喷射出来， 洒在钉螺
孳生的草丛地段。 不到5分钟， 便将2亩大的草地
喷洒一遍。 这是该区首次尝试用无人飞机进行灭
螺作业， 在湖南也属首例。

位于洞庭湖畔的西湖管理区是血吸虫病流行
区， 钉螺是血吸虫中间宿主。 目前气温回升， 是
开展查灭螺工作的关键时期。 针对西湖垸外钉螺
孳生环境复杂、 人工灭螺工作量大、 成本高等问
题， 西湖管理区卫计局尝试进行无人飞机灭螺。

当天， 记者在现场看到， 在有螺环境上方2
米左右高度， 无人飞机产生的下压气流可将灭螺
药物高度雾化， 均匀喷洒在植物及土壤上。 该无
人飞机是由湖南三湘丰隆农业科技股份公司引进
的植保无人机， 每次可载10公斤药水， 常规按每
秒4平方米速度喷洒。 考虑到灭螺地杂草丛生，
当天操作人员特意降低了飞行高度， 力求将药物
喷洒得更到位。 据介绍， 西湖管理区垸外有灭螺
面积180万平方米， 用无人飞机灭螺可大幅提高
作业效率， 降低成本。

西湖用无人飞机灭螺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朱毅 何乐川

“在 （福建） 武平的战斗中， 粟裕同志负伤
了， 子弹从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栽倒
在地的粟裕强忍疼痛， 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跟
上部队……” 4月3日， 会同县“千老万童” 竞讲
红色故事、 缅怀革命先烈活动在粟裕希望小学举
行。 粟裕同志纪念馆原解说员罗本义， 把 《粟裕
大将第一次负伤的故事》 讲得声情并茂， 赢得阵
阵掌声。

77岁的罗本义头发花白， 但精神抖擞， 声音
洪亮。 28年来， 他跨越湘、 赣、 鄂等8个省份，
宣传粟裕大将的光辉业绩， 义务演讲600多场
次， 听众达30余万人次， 被称为“将军故里演说
家”。 他在演讲时， 把评书艺术、 舞台造型、 诗
歌朗诵、 相声等融入其中， 极富感染力。

罗本义家的墙上， 挂满了他在各处演讲的合
影， 一幅粟裕大将的戎装半身照摆在墙正中间，
下面挂着一面观众赠送的锦旗， 写着“传播元勋
伟业， 弘扬时代精神”。

说起粟裕大将的故事， 罗本义信手拈来。 讲
到孟良崮战役时， 他的讲鞭往 《孟良崮战役要
图》 上一指， 一下子就把大家带到了炮声隆隆、
硝烟弥漫的战场， 让观众如临其境。

1990年清明节， 罗本义刚调入粟裕同志纪
念馆工作。 一次， 会同县一完小的师生来纪念馆
参观， 一个孩子问老师， 粟裕一生打了哪些胜
仗？ 无人能答。 当时馆里没有专职讲解员， 罗本
义站了出来， 侃侃而谈粟裕的故事。 这是罗本义
第一场讲解， 没想到这一讲就上瘾了。

随后， 罗本义利用节假日， 踏上了义务演讲
之路。 “以前没有车， 我就背着一个布袋， 里面
放着资料和干粮走乡串寨， 给老百姓演讲。” 罗
本义说， 这一讲， 一直讲到今天， 讲了28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为了讲好粟裕的
故事， 罗本义看了数百万字有关粟裕的史料、 书
籍， 做了10多万字笔记， 并整理成数万字的宣讲
资料。

“罗本义是一个‘粟裕通’， 我们经常找他
‘取经’。” 粟裕同志纪念馆讲解员宋沂林说。

罗本义常给部队官兵讲粟裕的故事。 “有些
官兵给我写信， 说他们听后很受教育。” 罗本义
说， 能把粟裕的故事讲好， 他很自豪。

罗本义的妻子唐月梅说， 罗本义跑部队、 学
校、 工厂、 乡村， 十几个听众他讲， 成百上千名
听众他也讲； 有扩音设备他讲， 没有扩音设备他
也讲。 他经常越讲越激动， 到了“如痴如醉” 的
忘我境地。

1996年， 罗本义被省文化厅、 省人事厅授予
“全省文化系统先进个人” 称号， 记一等功。

罗本义感慨： “粟裕大将是我心目中的英
雄， 我想在有生之年， 沿着他战斗过的地方走一
走、 看一看， 一路讲下去……”

罗本义：
28年讲好粟裕故事

老百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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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胡益龙 彭美艳

4月8日， 在通道侗族自治县百里侗文化长廊芋头、
皇都等处，不少学校师生在写生，水彩画、铅笔画、钢板
画、毛笔画等各式画架、画布琳琅满目，成为侗乡一景。

“这里有美丽的侗族村寨、浓郁独特的侗乡文化、原
汁原味的民风民俗。 ”正带领学生写生的湖南广播电视
大学教授刘永东对记者说，侗乡处处是风景，写生题材
丰富。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风雨桥与鼓楼。 ”写生学生李
晟根开心地说，他把写生作品传到微信朋友圈，点击率
很高。

近年来，通道加强侗寨景区保护与建设，投入数亿
元完善基础设施， 并加强申世遗侗寨的修缮与保护，使
申世遗侗寨活态文化与原始风貌保存完好，吸引大批游
客前来观光，也引来了很多学校师生及摄影爱好者进行
艺术创作。

“今年初以来，有北京水墨和薛氏画院、武汉工程大
学等10余所学校师生及画院的画家们前来写生创作。 ”
通道上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陆运銮介绍，由于外
来写生人员对民俗文化很感兴趣，2015年公司还在坪坦
乡皇都侗文化村建立了写生创作基地。

陆运銮还说，写生是一项朝阳产业。 将写生基地放
在皇都景区，可以带动旅游，增加当地群众收入。 现在基
地每年固定安排13名贫困人员就业， 每人每年可收入4
万多元。

据了解，目前，已有40余所学校把通道作为美术定
点写生实践基地。 每年来通道写生人员、画家团队及摄
影爱好者达21.3万人次。 今年1至3月，前来写生创作与
摄影的人员达4.6万人次。

“生态与文化完美结合，使通道成为‘写生之乡’。 ”通
道侗族自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迪文说，通道将结合
侗文化特点，深度挖掘创意文化。 同时，大力实施“文化扶
贫”，鼓励支持写生基地企业、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建立紧
密利益联结机制，使写生成为产业，带动群众增收。

侗乡劲吹“写生风”

沼泽潋滟草树新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王雪莲
蒋伟）4月上旬，在郴州市永兴县湘阴渡镇油塘村退耕还
林还湿试点项目区， 施工人员在西河边种植美人蕉、灯
芯莲子草等水生植物，以这种生态补水方式，逐步恢复
泥炭藓沼泽湿地。 岸上，枫杨、乌桕等成排连片，郁郁葱
葱。

退耕还林还湿试点工程，是为了实施好省湘江流域
保护和治理“一号重点工程”而设立的。 郴州是我省8个
试点市之一。去年3月，郴州打响湘江流域退耕还林还湿
攻坚战，与河长制、生态郴州及美丽乡村建设等联合推
进。 该市以流域治理为重点，在西河流域选择了14处地
方，实施省、市退耕还林还湿试点项目，总面积5000多
亩。 同时，设立东江湖、舂陵江等国家湿地公园、湿地自
然保护小区等，推动全市退耕还林还湿“由点及线带面”

有序铺开。
为全面推进退耕还林还湿试点项目， 郴州强化组

织、技术、资金等保障。 市里成立了湿地专家咨询委员
会，聘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专家为
技术顾问， 为湿地保护修复提供科学决策和技术咨询，
积极推广湿地植被恢复、污染治理、动植物保护等适用
技术。同时，积极探索新模式，采取以奖代补、企业自筹、
社会融资、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引导各类资本参
与退耕还林还湿试点项目建设。 其中，苏仙区水务公司
已通过融资平台筹资481万元， 永兴县银投公司自筹
620万元，北湖区整合农开办及水利、林业等相关项目
资金1300余万元，投入试点项目建设中。

郴州市林业局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市已完成退耕
还林还湿省、市试点项目5个，其余9个正在加快推进。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陈鸿飞 周健 成俊峰 朱义忠）
“快看，一群白鹭飞过来啦！ ”4月3日上午10时许，记者
来到湘江流域退耕还林还湿试点项目区衡东县新塘镇
大培村，见10多只白鹭飞来，在田埂上、湿地中寻觅食
物，悠然自得。 村民们说，县里搞退耕还林还湿后，成群
的白鹭就飞来了。

湘江流域退耕还林还湿衡东试点区，位于新塘镇南
部大培村、洣河桥村、石杨村，这里是湘江一级支流洣水
与湘江交汇处。 去年3月， 衡东县正式启动湘江流域退
耕还林还湿试点项目建设，试点面积824.6亩。 县委、县
政府注重宣传引导， 编印宣传手册1万份， 送到农户手
中。 同时，加快土地流转，确定合同期限和补偿标准。 至
今年3月底，共签订合同280户，流转土地824.6亩。

为加快试点项目建设，衡东县分别在大培、洣河桥、
石杨项目区种植湘莲、茭白、睡莲、美人蕉、黑藻、香蒲等
生态经济型、生态景观型、生态净化型等3大类19种植

物，还种植了垂柳、池杉、水杉、乌桕等耐水湿景观树。在
石杨项目区，还种植百日草、波斯菊、硫华菊、向日葵等
100余亩，打造“花海”景观，吸引游客前来观赏。 目前，
已在项目区形成良好生态林景观和农村小型人工湿地
景观，大大改善了当地村民居住环境。

试点建设中，衡东县还利用项目区原有水渠等，实现农
业面源污染和生活污水全程无动力自流还湿区。 经过物理
沉积，用栽种的湿地植物吸收、降解和转化污染物，固碳释
氧，有效改善了湘江水质。衡东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
实施试点项目10个月来，项目区水清岸绿、植被茂盛、鱼虾
增多，水质由Ⅴ类变为了Ⅲ类，白鹭等多种鸟类又飞回来了。

水清岸绿鹭飞回

郴州

衡东

� � � � 4月10日，湘江防洪景观道路湘潭市高新段，游步道、沙滩、草地结合的景观
造型宛如一幅美丽的图画。 该段从铁牛埠码头至五大桥，全长约2.37公里，建设
有两个广场，1个儿童乐园，4个篮球场。 该景观工程自去年4月中旬开工，目前已
全部完工，即将对外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刘澜 摄影报道

多彩景观带

退耕还林还湿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谭俊
杰）“以前位置偏僻、无人问津的水田，今年种粮大户都抢
着要。”4月10日， 祁阳县肖家镇牛头湾村的村民们七嘴
八舌地对记者说。几天前，该村10多亩“边角杂料”田被
该县种粮大户刘定付“抢”下。这是近年该县农田“入托”
带来的新气象。

祁阳县主要有两种“入托”方式，一是种粮大户与外
出务工经商村民签订农田“托管合同”， 收获后双方分
成。该县黄泥塘镇太阳升村村民邓二宝，把5亩水田“全
托”给种粮能手唐伏生耕种管理，支付劳务费。去年，邓
二宝除去种子、化肥、农药、支付劳务费等开支，每亩田
有200多元的纯收入。由于20多户村民把200多亩水田托
管给唐伏生，他也获利颇丰。另一种是种粮大户流转耕
地，再把生产、病虫害防治等交给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刘定付向记者介绍，他负责流转耕地，安排水源，准备好
种子等生产物资，按一亩水田一季包耕、包收、包防治
340元的价格， 交给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打理， 按亩产
450公斤稻谷计算，一亩地一季还有六七百元的毛收入。

该县农业部门负责人介绍，农田“入托”，使种田能
手、种粮大户、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
挥，种田也更轻松，大家的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今年，
全县种粮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发展到2200多户， 农业
服务专业组织发展到180家。目前，该县已经落实早稻面
积58.68万亩，同比增加6800多亩。2000年以来，祁阳不
但成为全国重点商品粮生产基地，还多次获评“全国粮
食生产先进县”。

祁阳：
农田“入托”，大户“抢田”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4月 10日

第 2018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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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1040 5543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68 173 184764

2 9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4月10日 第2018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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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0545875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28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625737
13 7898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76
79774

1296903
8815038

51
2693
48015
312749

3000
200
10
5

1603 13 18 2308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廖鹤松 廖
俊锋）4月10日，涟源市委、市政府对主动上交5件战国青
铜剑文物的村民李新定授予“涟源市文物保护功臣”称
号，并按国家相关规定给予奖励。

去年8月13日下午， 涟源市龙塘镇新石桥村村民李
新定在湄水新石桥段河边放羊时， 发现被洪水冲垮的田
坎上露出像酒杯样的剑柄。他好奇地用力一扯，却扯出了
5把古剑，有一把还破成了两截。他细心把古剑整理好后，
用衣服包好带回了家中。从村民口中得知，这5把古剑可
能是文物，他迅速向龙塘镇派出所汇报。涟源市文物管理
所接到龙塘镇派出所报告后， 立即联系娄底市文物处的
专家赶赴现场开展调查询问和勘察。2017年12月， 经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鉴定，李新定发现并主动上交的5把
古剑均为战国青铜剑，其中两件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其
余3件因有不同程度破损被定为一般文物。目前，该文物
已移至涟源市文物管理所保管。

据涟源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梁育清介绍，涟源
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有着丰富文物资源的文化大市，境
内有省市县文物保护单位21处，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
148处，现有馆藏文物8386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0件、
二级文物18件、三级文物107件。在5把战国青铜剑出土
地湄水流域，早期还出土过商代提梁卣、春秋铜戈、元代
银器等重要文物。

主动上交5把战国青铜剑
涟源农民李新定受表彰

� � � � 4月10日， 李新定主动上缴的5把战国时
期青铜剑。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