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
讯员 蒋双双)4月8日， 在南县南洲镇第五
完全小学， 南县人民法院九都山法庭庭长
李敏给该校3至6年级学生上了一堂法制
教育课。

据了解， 南县人民法院不断摸索创新
普法形式，开展“法制进校园”“现身说法”
“青少年模拟法庭”等活动，将法律的“种
子”撒到全县100余所学校。今年3月，该院
李敏等3名干警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普法教
育活动先进个人， 南县也被评为全国青少

年普法教育示范区。
近两年来， 南县人民法院有20余名

法官和工作人员定期参加“送法制进校
园”活动，还有5名法庭庭长受聘为当地
小学法制副校长。 法制副校长每学期至
少要上一堂法制教育课， 并在课后组织
学生前往看守所参加“现身说法”活
动———听服刑人员讲述其违法犯罪经过
和内心的忏悔，让学生感受知法、懂法、
守法的重要性。同时，在青少年普法教育
中发挥退休法官的余热， 共有12名退休

法官参与普法教育活动。 退休法官夏疏
河退休12年来，已为全县68所中小学校、
20余万名学生进行了法制教育讲座。他
编写的《南县中学生法制教育讲稿》《南
县小学生法制教育讲稿》，已被县教育局
作为全县法制教育教材， 列入教学
课程。

南县人民法院还开展青少年模
拟法庭等活动。去年以来，开展青少
年模拟法庭活动3次。最近，南洲镇第
四完全小学六年级学生受邀来法院

刑事审判庭，进行了一次涉嫌抢劫罪的模
拟刑事审判，从审判长到公诉人、被告以
及辩护律师全部由学生扮演，剧本由法院
提供。这种“体验式”做法，提高了学生们
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增强了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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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黎治国）“稻田养鸭， 既省饲料，又
能为水稻治虫增肥，生产出来的还是‘生态
米’‘生态鸭’。”4月上旬， 桑植县粮油作物
工作站站长、 高级农艺师覃大元为桥自弯
镇长坪村的村民们讲解稻鸭共养技术。去
年，该村推广“稻+鸭”种养，种植水稻248
亩，养鸭2000多只。秋后盘点，不仅卖鸭大

赚了一笔， 稻谷也卖到每公斤30多元，是
普通种稻效益的5倍以上。

近年来， 桑植县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突出“绿色、生态、优质、高效”
产业定位，将“绿色”植入粮食生产全过程，
探索出“稻+鸭”“稻+鱼”等综合种养模式。
大力推广优质稻，采取“联合社+专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发展模式，打造出“郁澧香

米”著名品牌。桑植县农业农村工作局负责
人介绍，去年，该县发展“优质稻+鸭”“优质
稻+鱼”综合种养面积1.8万亩，平均每亩增
收1200元，带动68个贫困村6000余户贫困
户户均增收2000多元。今年，该县将建立凉
水口、桥自弯优质稻示范片2个，在10个村
开展优质稻示范，发展“优质稻+”工程3万
亩，直接带动1万多农户增收,其中,贫困户

占有相当比例。
该县通过“稻+鸭”“稻+鱼”种养，不用

农药、化肥、除草剂等生态种植模式，大力
培育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该县共建成5万亩水稻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基地和2万亩绿色食品农产品生产基
地，创建绿色农产品3个、地理标志农产品1
个。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志强

在资兴市鲤鱼江电力小区院内，居
民曹安乐义务照顾一位孤寡老人几十
年，在当地传为佳话。

“外婆，你起床咯。买了点花片，这是
你平时喜欢吃的。”4月2日清晨， 曹安乐
来到孤寡老人蒋秋香的房间里， 帮她起
床穿衣。曹安乐今年66岁，他照顾的老人
蒋秋香，已有103岁高龄。这段时间天气
骤暖骤寒，蒋秋香一般躺在床上休息，每
天洗漱吃饭都由曹安乐来帮忙。

曹安乐与蒋秋香老人相识， 还是上
世纪50年代的事。蒋秋香
原籍耒阳， 嫁到资兴后，
与曹安乐外公一家是邻
居，都住在兴宁镇小街旁
的院落里。那时候，蒋秋

香对还很小的曹安乐多有照顾， 曹安乐
一直感恩在心，称老人为“外婆”。上世纪
70年代初，蒋秋香的老伴去世了，膝下
无儿无女，在资兴也没什么亲戚，日子过
得很艰难。曹安乐知道后，隔三差五给老
人送米送菜， 每个月还给老人一些零用
钱。

1990年， 曹安乐从原资兴氮肥厂下
岗，尽管家里经济紧张，但给蒋秋香老人
的生活费一直没有中断。看到老人年纪越
来越大、生活越来越不便，2006年，曹安乐
把老人接到碑记老家一起生活。2016年，
曹安乐在城区买了新房后，又把老人带了
过来。

曹安乐照顾老人饮食起居， 细致入
微。一次，老人不慎摔伤了腿，曹安乐马
上将她送到医院。 曹安乐的妻子谭清香
说：“老人住院一个多月， 老曹在病房里

加个小床， 一直在旁照顾她， 帮她按摩擦
澡、端屎倒尿。”看到曹安乐无微不至照顾
老人，病友都夸老人有个好儿子。蒋秋香激
动地告诉他们：“我无儿无女。 他虽然不是
我儿子，但比亲儿子还亲！”

曹安乐说，自己父母早已离世，在他心
里，早把老人当做亲人。2015年，曹安乐在
深圳工作的女儿生了小孩， 想让父母去深
圳帮她照看小孩。 曹安乐考虑到女儿在深
圳打拼不容易，自己没理由不去照顾她们，
可又担心蒋秋香老人， 于是花钱请了一个
保姆，在家里照顾蒋秋香。由于放心不下年
已百岁的老人，10个月后， 曹安乐夫妇又
回到了资兴老家。

在曹安乐夫妇悉心照料下，蒋秋香老人
衣食无忧，身体也还不错。天气晴朗时，老人
会到院子里、街上走一走，透透气。曹安乐
说，只要老人健在，他会一直照顾下去。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肖
斌辉 李进锋）4月10日， 新邵县小塘镇柏水村52岁
的贫困户孙爱莲早晨起床时， 突然感到头晕眼黑，
浑身乏力，马上打电话联系“家庭医生”何志庆。20
分钟后，何大夫赶到孙爱莲家，免费给他诊治，认为
是由贫血所致，叮嘱他多休息并注意补充营养。

据了解，近年来，新邵县大力推进健康扶贫工作，
积极组织乡镇卫生院、村级卫生室医护人员，开展家
庭医生签约上门服务活动。向每个贫困家庭发放“看
病就诊指导表”与农村贫困人口健康卡，由签约医生
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预约转诊服
务、健康综合服务、医疗护理康复服务等。目前，该县
贫困人口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已实现全覆盖。该县还将
老年人、0至6岁婴幼儿、孕产妇、慢性病患者、重性精
神疾病患者、残疾人等纳入服务范畴，全县共签约家
庭医生服务30余万人，签约人数占全县总人口39.4%。

“贫困群众遇到突发病情时，深更半夜打一个
电话，家庭医生也会上门服务。”新邵县卫计局工作
人员介绍，这种健康扶贫新模式提供的优质便捷服
务，有效缓解了贫困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曹安乐：义务照顾孤寡老人老百姓的故事

“绿色种养”振兴乡村
今年在10个村发展“优质稻+”工程3万亩

桑植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王文）对住建行业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将限制供地；对严重违法失信人
员，将限制出境……长沙市住建委、长沙市发改委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对长沙市住建行业严重违法失信
市场主体及从业人员实行联合惩戒的实施方案》，旨
在规范长沙市住建行业相关市场主体及从业人员的
信用行为，健全约束和惩戒失信行为机制，建立完善
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体系。

据了解，实施方案所称联合惩戒对象是指被“信
用长沙” 网站公布的住建行业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
责任主体，包括相关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从业单位
涵盖建设(含房地产开发)、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工程检测、物业管理、房产中介
等；从业人员涵盖从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与工程建设
相关的注册执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

对于严重违法失信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 长沙
市住建等部门将采取限制供地、 限制取得政府性资
金支持、限制财政补助补贴性资金、限制出境、限制
入住星级宾馆等21项联合惩戒措施。联合惩戒期暂
定为1年， 并由认定部门视整改情况延长或缩短联
合惩戒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最短不少于3个月。惩
戒期限内再次发生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 联合惩戒
期在前一次惩戒期结束后顺延2年。

限制供地 限制出境
长沙住建行业严重违法失信

将被联合惩戒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李
平江 梅耀）禁渔期内，禁渔水域范围内禁止所有捕
捞作业，禁止收购、销售违禁捕捞渔具和渔获物，若
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将受到法律严惩。今天，岳阳市
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非法捕
捞水产品案件。被告人李某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一年。

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27日18时许，被告人李
某某驾驶一木船来到岳阳市岳阳楼区三江口水域
（该区域系禁渔区、 禁渔期）， 放置了26条禁用渔具
“拉拉毫”（密眼网）用于捕捞水产品。同年5月12日17
时许， 李某某再次驾驶该木船来到放置点收取渔获
物时，被渔政部门工作人员当场抓获，现场查获作案
工具木船1艘、“拉拉毫”26条、渔获物6公斤。

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李某某在禁渔区、禁渔期
内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某犯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的事实属实，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某某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
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法院遂根据其犯罪事实、情节
等依据相关法律条款作出如上判决。

网鱼者成“落网之鱼”
因禁渔期非法捕捞， 一男子

被处刑罚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陈咏涛 刘魁春 陈婉卿

“浪子回头金不换，洗心革面展新颜；
普法教育入人心， 农民懂法心中甜……”
4月11日， 是衡阳县界牌镇赶集的日子。
下午2时30分，该镇银瓷完小校园里人头
攒动，县里组织的“全民创平安”送法下乡
活动在这里演出。

“吸毒一口 ，落入虎口 。”县检察院
干警表演了花鼓戏《归途》，观众随着跌
宕起伏的剧情而动容、流泪、深思。看到
从戒毒所归来的剧中人“大伟”，得到检
察官“凌峰”的帮教和关爱，在开发新区
找到一份保安工作， 重新回归社会时，
大家热烈鼓掌。

“毒品真的不能沾啊。”银溪村的王
奶奶抹了抹眼泪，叹了一口气说，“那个
东西把人害苦了， 我孙子沾上毒品后，
我就没有消停过。”王奶奶说，去年3月
孙子参加社区戒毒矫正， 一定要教育他
改邪归正。

毒品沾不得，赌博同样害人不浅。县
司法局表演了喜剧小品《一对老夫妻》，
小品中“大爷”沉迷于打牌赌博，输掉了
儿女寄来的养老费 。“司法所长” 讲情
讲理讲法，“大爷”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决心戒赌。 造基村村民老肖看了后说，
赌博歪风该刹。 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
惠农项目这么多， 整天坐在牌桌上，怎
么要得哟！

演出共有10个节目，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宣传法律， 收到潜移默化的效
果。 衡阳县委政法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县送法下乡演出活动从4月初开始 ，
将在全县25个乡镇举行多场演出。

“农民懂法心中甜”

法律“种子”播撒校园
普法教育深入100余所学校

南县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4月 12日

第 2018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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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1040 279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03 173 19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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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2日 第2018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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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4002243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6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960334
0 38752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92
49117

1003581
9287866

34
1661
36654
333749

3000
200
10
5

1308 23 24 3220

4月10日， 宁乡市横市镇云
山村， 学生身着古装在云山书院
学习传统礼仪。 始建于清同治二
年（1863年）的云山书院，150多
年来一直坚持国学教育， 在传承
中坚守着湖湘文化特色。 书院内
的云山完全小学， 为学生设置每
天1个半小时的经典诗文诵读时
间，还设置了传统礼仪、书法、中
华武术、太极拳、传统五行养生功
等课程，传承经典国学。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百年云山书院
传承国学经典

新邵贫困户
有了“家庭医生”
贫困人口覆盖率达100%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李治 通讯员 王旖斐）
长沙县首届景然牡丹文化节在长江以南最大的牡丹
园之一———路口镇景然园林科普示范基地开幕10
天以来，迄今共接待游客1.5万人次。

牡丹文化节4月3日开幕。132个品种，九大色系，十
大花型，上万株牡丹竞相绽放。牡丹国色天香，号称国
花，但南方水土不适宜生长。长沙县路口镇的景然园林
基地投资近200万元，引进种植3年，是湖南唯一的牡丹
花大型观赏园林。在科研、驯化和观赏等方面独具特色，
牡丹花占地近10亩，园林规划设计达千亩，在中国长江
以南都比较罕见。节会期间，园区开展了系列活动，有赏
花游景、文艺表演、插画艺术、儿童游乐、科普长廊、休闲
娱乐等。罕见的景象引来不少好奇的游客，也吸引了人
民网、湖南日报、湖南卫视和新湖南客户端等多家主流
媒体现场报道。

长沙县：路口牡丹醉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