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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张玉成 盘紫艳

“今天星期天，我们去看了看湘江永
州城区段的几个排污口， 顺便在湘江河
边捡拾了些垃圾。”4月22日， 见到周云
时，她刚从湘江边回来，鞋子、裤腿上沾
满了泥土。周云告诉记者，她从去年担任
“民间河长”以来，像这样的巡河、护鸟等
环保行动，每周都要坚持一两次。

“她做公益上了瘾 !”与周云一起做
义工多年的小盘告诉记者，这些年，周云
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环保、 义工等公
益事业上。 她近年来参加公益活动400
余场次，做义工工时达2000多个小时。

周云有5兄妹，小时候仅靠母亲一个
人的收入养家糊口，生活极为艰难，是好
心邻居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给予援助，
才让他们度过了缺衣少食的艰难岁月。
小时候的周云就有了自己的想法： 长大
后，也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中学毕业后， 周云来到广东省东莞
市，先在一家电子厂打工，后自己摆摊、开

店卖水果、卖服装。由于善动脑、能吃苦，生
意做得还很不错。2011年， 受身边朋友的
影响， 周云加入了东莞石龙志愿者中心，
每个星期和志愿者们一起到敬老院、福利
院献爱心，参加文明出行宣传、义诊、环保
和关爱社区空巢老人等活动。从此，做公
益成了她人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2014年，周云回到家乡永州发展，做
起了厨具和水果批发业务。工作之余，做
义工、 做公益几乎占用了她的大多数时
间。由于尽心尽力，周云当年被推举为永
州市义工协会副秘书长。从此，她经常和
义工朋友一起到敬老院、福利院、康复中
心献爱心，参加各种爱心活动，足迹遍及
永州城乡。

“三无人员”、空巢老人，特别是留守
贫困儿童，是周云关心、关爱的重点。近
两年， 周云联络爱心人士共走访慰问和
帮助了25名贫困学生，行程上万公里，为
他们送去油、米、衣物、电视机等爱心物
资和20多万元的爱心款。

去年，永州市义工协会“变形计”活
动在湖南钰丹药业举行， 周云带着从蓝

山县和江永县来的3个孩子24小时吃住
在一起。白天，她带领孩子一起参加“变
形计”活动，晚上督促他们写作业，与他
们谈人生、谈理想。空闲时间，周云带着
孩子们到湘江河畔散步， 到街上给孩子
们买衣服、看电影，让她们时刻感受到亲
人般的温暖， 孩子们亲切地叫她“云妈
妈”。3个孩子在周云的帮助下，目前学业
成绩都很好，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些年来， 周云做公益的私人花销
至少有10多万元， 而她自己的生活却过
得非常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由于疏于
穿着打扮和在做公益上花费了大量时
间，以致成为大龄女仍未谈婚论嫁。有缘
的是，去年在新田县的一次环保行动中，
周云与另一位热衷环保公益事业的大龄
男青年牵上了手。“千里姻缘环保牵！”周
云开玩笑地说。

耕耘自有收获。 周云先后获得湖南
绿色潇湘“湘江守望者新人奖”、绿色潇
湘“突出贡献奖”、永州市“学雷锋优秀志
愿者”等荣誉，还获聘为湖南河流守望者
中心辅导员、绿色昆明环保顾问。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曹玮)4月22日， 益阳市资阳区迎风
桥镇国基实验学校新建的国基教育馆对
外开放，为资阳区打造迎风桥教育特色小
镇添上靓丽一笔。

迎风桥镇是著名华侨教育家张国基
先生的故里。近年来，资阳区以湖南国基
职业教育基地为中心，将迎风桥镇打造成
集人才培训基地、 技术成果实践基地、文
化产业集聚基地于一体的教育特色小镇，

目前镇区已建成学前教育、小学、初中、中
专、普高、大专、老年人大学等学校（幼儿
园）20所，现有在校学生2.2万余人。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资阳区深挖
产业特色、人文底蕴和生态禀赋，确定“一镇
一特色”差异化培育特色小镇思路，将全区6
个乡镇分别打造成新桥河茶果小镇、长春互
联网小镇、迎风桥教育小镇、茈湖口洞庭湖
农旅特色小镇、沙头湖乡风情古镇和张家塞
生态渔乡。为此，该区在政策扶持、立项争

资、业务指导、人员培训等方面，加大对乡镇
的支持力度，并邀请国家发改委专家组为特
色小镇建设献计献策。 新桥河镇大力发展
茶、果产业，仅有机茶园就有1万亩，特色小
水果基地近4000亩， 全镇农民人均年收入
近2万元，“茶果小镇”已具雏形。

立足特色小镇定位，资阳区不少村庄
发掘本地优势资源，形成“一村一品、一村
多品”发展模式。长春镇紫薇村通过“紫薇
云”这一智能集成应用云平台，对内链接

“智慧生产”“智慧生活”“智慧服务”“智慧
管理”，对外链接巨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
成为二维码上的智慧乡村。茈湖口镇新飞
村发展“稻虾共作”生态种养，建成高标准
龙虾产业示范园、体验观光园3000多亩。

资阳区特色小镇建设促进了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迎风桥、新桥河、长春、沙头分别
获评省级文明乡镇、平安示范乡镇、美丽乡
镇示范镇、卫生镇，紫薇村、邹家桥村、杨林
坳村、新飞村成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黄巍 通
讯员 米承实 罗芳）“称尊长， 勿呼名。对
尊长， 勿见能……”4月20日上午课间操
时间，辰溪县白云中学320余名学生照例
诵读《弟子规》。去年下学期以来，课间操
时间诵读《弟子规》等，成为了该校的“规
定动作”。

近年来， 辰溪县大力开展读书活动，
以提高群众文化素养。从去年至今，该县
举办各类读书活动310余场，覆盖城乡群

众20余万人，阅读逐渐成为新风尚。今年
3月底， 县图书馆持证读者数量同比增加
了32.5%。

为推动读书活动广泛开展，辰溪县从
完善公共文化阵地入手，对全县270余个
村的农家书屋进行升级提质，在80余家县
直机关单位、23个乡镇建立了图书室。并
以创建“学习型社会”为载体，抓好党员干
部和学生两个重点人群的读书学习。紧扣
“书香校园”建设，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 近年来免费发放各种书籍4万余
册，让“经典阅读”“好书伴我快乐成长”等
阅读活动如春风细雨滋润莘莘学子。

辰溪县还大胆创新，搭建全民读书平
台。在县城建立了大酉讲堂，组织县内外
专家学者，每月为市民们献上一场以本
土文化、 优秀书籍等为内容的文化讲
座。目前，已举办讲座40余场。同时，村
村开设乡贤讲堂，从历届道德模范以及
“五老”中筛选1500余人建立乡贤队伍，

定期组织村民读书，讲授伦理道德、社会
公德、好人故事、历史文化知识等。县图书
馆还举办系列全民阅读活动， 并在敬老
院、 边远学校等处建立“图书流动服务
点”，让书香飘进城乡群众生活中。

资阳区 特色小镇助力乡村振兴

辰溪县 芬芳书香滋润百姓心田
去年来举办各类读书活动310余场，覆盖城乡群众20余万人

常德一季度
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72.9
亿元，同比增长8.3%
� � � �
�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鲁融冰）今天上午，常德
市举行今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今年一季度，该市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实现近4年来最好开局。

据介绍， 今年一季度， 常德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672.9亿元， 同比增长8.3%；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7.1亿元，同比增长15.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
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7.7%、
13.7%、11.6%，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明显加快，好于年初
预期。

具体来看，常德市今年产业发展起步好，农业生产
保持平稳，工业开局创近4年新高，第三产业贡献突出。
开放经济方面，对外贸易增速较快，一季度完成进出口
总额16.4亿元，同比增长34.6%；招商引资成效明显，实
际引进内外资总额227.9亿元，同比增长7.9%。投资消
费状态稳定，投资增速已连续12个月稳定在14%左右，
且投资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质量优，体现在企业经
济效益好、财政收入质量高、新兴经济发展快、居民收
入增长快4个方面。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达8786元、4730元，同比增长8.1%、8.8%。县域经济
发展快，全市9个县区（市）GDP增速均在7.5%以上。

张家界美景
将亮相智利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刘潇）
“这里处处充满艺术气息，美得像谜一样，令人难忘。”4
月16日至23日， 由中国驻智利大使馆资助支持的中智
文化艺术中心《中国神话传说》创作组深入张家界采风
创作后，盛赞张家界神秘魔幻又美丽动人，是艺术创作
的绝佳宝地。

其间， 创作组通过专业摄影机和无人机拍摄采集
创作素材， 全方位多角度记录张家界的绝版风光和旷
世奇景，对张家界在生态保护、旅游管理上取得的显著
成就表示钦佩和赞赏。创作组表示，将以独特的视觉艺
术认知、理解、感悟张家界，用艺术的表达手法融合张
家界元素，精心制作宣传片，生动展示张家界的自然之
美、人文之情。

据悉， 中智文化艺术中心总部设在智利首都圣地
亚哥，在智利全国多个大区设有分支机构，以在智利传
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己任，为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中
智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此前，
该中心已在上海、北京等地完成采风拍摄，随后将根据
素材精心制作包括张家界元素在内的中国宣传片在智
利播放。

“监督有你我，腐败无处躲”
雨花区

廉政文化节成品牌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刘倩

熊其雨）“正风反腐， 你不该是看客”“既然眼里容不得
沙，你说，我查”……4月20日，30件从不同角度、以不
同风格阐释“全民监督 守望正义”丰富内涵的公益广
告词， 面向市民播放， 拉开了长沙市雨花区第十三届

“4·20”廉政文化节开幕式的序幕。
如何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反腐监督与自身的关系？

今年2月至3月， 雨花区纪委区监委举办全民监督廉政
公益广告词征集评选活动，吸引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共
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12万余件作品。经过初选、专家评
审、网络投票等，在公证人员监督下，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及优胜奖共30名。其中，徐睦寒的作品“监督有你
我，腐败无处躲”以最高网络投票数获评一等奖。

据悉，本届廉政文化节期间，还将举办“清涟杯”辩
论赛、廉洁动漫作品设计大赛及纪律法律、全民监督、
家庭廉政宣传教育等系列活动。

1989年4月20日， 当时的长沙市郊区召开党员干
部廉政教育大会，此后该区将每年的4月20日固定为党
风廉政教育日。2006年，雨花区正式确定每年4月20日
为廉政文化节。经过20多年的继承和发展，雨花区“4·
20”已经成为备受瞩目、享誉三湘的廉政文化品牌。

中国·浏阳山茶油
产业联盟成立

将打造“浏阳河山茶油”
公共品牌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熊远帆）
20日， 我省首个茶油全产业链产业联
盟———中国·浏阳山茶油产业联盟在“中
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示范县（市）浏阳市成
立。联盟成立后，将以茶油产业发展推动
乡村振兴，整合以浏阳山茶油为主的全省
茶油产业上下游优势资源，引领茶油产业
协同发展，打造“浏阳河山茶油”区域公共
品牌。

据悉，全球油茶产量95%以上来自中
国，中国油茶将近一半来自湖南，湖南油
茶的种植面积、 加工量均居全国首位。目
前浏阳已形成70余万亩油茶基地，年产茶
油1.2万吨，年销售额超过12亿元，特别是
率先在行业引进机器人智能化生产，以创
新的低温冷榨等工艺，为消费者提供健康
食用油、化妆品用油、保健品用油、餐饮用
油等茶油产品，实现了产品的全程可追溯
认证，茶油全产业链产值超过30亿元。

今天的活动现场， 著名湘籍科学家、
国际化学协会主席、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
凤院士回到家乡浏阳，将自己作词的歌曲
《妈妈的油茶果》赠送家乡，为乡村振兴、
发展茶油产业进行公益宣传。新成立的联
盟分别与浏阳市镇头镇及淳口镇炉烟村
签署了共建油茶文旅小镇和产业扶贫的
合作协议。

新田发现“锦衣卫”
谱系完整的锦衣卫

世家系全国首次发现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史世冬）今天，正在新田县考察的
湖南省文物局退休教授谢武经向记者介
绍，近日在新田县首次发现谱系完整的锦
衣卫世家，这在全国尚属首次。

2007年起，谢武经等在研究“建文帝
踪迹新田说”课题时，在该县金盆圩镇骆
铭孙村发现“锦衣世家”“楚南望族”牌匾，
并在该村族谱中发现有“以诚公，时随征
明太祖高皇帝洪武戊申年克敌有功战阵
而亡”的记载。近年，通过在新田县发现的
大量碑刻印证，以及明朝重臣高拱为骆以
诚重孙骆安所写的墓志铭证实，从骆以诚
的孙子骆广进入锦衣卫起，直到骆以诚的
后代骆养性归附清朝， 骆家一共6代人担
任锦衣卫的要职。其中，骆安、骆思恭、骆
养性分别担任过锦衣卫指挥使，骆椿担任
过锦衣卫指挥佥事，骆思恭、骆养性担任
锦衣卫指挥使分别长达42年、16年。 明万
历年间，骆铭孙村被赐予“锦衣世家”“楚
南望族”牌匾。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毛佩琦对新田首次发现谱
系完整的锦衣卫世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
一家几代人在锦衣卫担任要职，并没有断
代，在全国非常罕见。

谢武经等人认为， 从骆氏族谱的记
载， 以及先后在新田县境内发现大冠堡、
永安堡等遗址来看，骆氏家族与建文帝踪
迹之谜疑有联系， 将继续展开研究和考
证。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袁晓晖 曾文贵）“住山里人家，游
田园风光，赏民俗文化，品农家风味。”4
月20日， 新化县发布5条精品旅游线路，
实施套票游览，解决旅游景点的“孤岛”
问题。

近年来，新化全力实施“旅游立县”
战略， 依托丰富的山水生态资源和独具
魅力的梅山民俗文化， 打造梅山文化旅
游品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开发，

全县形成了紫鹊界、大熊山、奉嘎山、三
联峒、梅山龙宫、雅天门等核心景点。与
此同时， 以民俗文化为主体的乡村旅游
全面兴起，涌现出土坪、下团、正龙等一
大批旅游村落，全域旅游格局基本形成。

为实现旅游资源的整体捆绑， 解决
景点之间的“孤岛”问题，新化县推出“紫
鹊界梯田—三联峒冰泉”“紫鹊界梯田—
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三联峒冰泉—大
熊山国家森林公园”“梅山龙宫—大熊山

国家森林公园”“紫鹊界梯田—梅山龙
宫”等5条“两天一晚”精品旅游线路。每条
线路实施套票制，售价399元。

新化县出台《旅游促销奖励办法（试
行）》，对旅行社设立了旅游人数奖、境外
市场促销奖、旅游专列奖、旅游大巴奖、
大巴直通车奖、年终排名奖、旅游市场开
发奖等众多奖项， 其中最高奖金达5万
元。目前，新化县旅游企业联盟已与20余
家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

“她做公益上了瘾”老百姓的故事

5条精品线路畅游梅山
新化旅游套餐解决“孤岛”问题

4月23日，宁远县桐山街道育供秧中心，农户在装运秧苗。今年，该县在各乡镇建成185个集中育秧
点，统一育种、统一管理，确保秧苗质量，为早稻稳产高产奠定基础。 乐水旺 摄集中育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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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77 1040 496080

组选三 447 346 154662
组选六 0 173 0

3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