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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戴娭毑，你家的鸡养得真好，一只只体丰
毛亮。”6月6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平江调查队队
长罗和贵来到该县岑川镇九峰村，远远地向正
在地坪里喂鸡的戴伟华打招呼。“搭帮您送的
鸡苗好啊！”戴伟华笑盈盈迎了上来。

此时，岳阳市科协扶贫干部罗智良，则正
在了解情况，准备为该镇新福村肢残贫困户李
德安争取一把轮椅。

罗和贵、罗智良是父子俩，他们虽说是不
同单位的扶贫干部，但他们成了同一战壕的战
友。

“老将”出马拔穷根
去年初，国家统计局平江调查队队长罗和

贵带队进驻离县城65公里的岑川镇九峰村扶
贫。老罗了解到，65岁的李金湘体弱多病，妻子
戴伟华是个残疾人。老罗毫不犹豫与李金湘结
了对子，可也犯了难：李金湘年老体弱，干不了
活，如何帮他脱贫？

李金湘家处半山腰， 环境挺好。“适合养
鸡。”老罗抽空为李金湘搭起了一个鸡舍，送上
帮扶资金1000元，并从县城选购了50只鸡苗送
到他家，请来兽医教他养鸡。去年9月，第一批
鸡出售后获毛利6100元；第二批30多只鸡正好
赶上春节出笼，卖了一个好价钱。

罗和贵任国家统计局平江调查队队长已
20年。2013年开始，他先后在加义镇连云村、南
江镇长源村参与扶贫。2015年至2016年， 他带
领平江调查队和县移民局一道，为长源村24户
贫困户建起了集中安置房， 修通通组公路3公

里，村小学复课，垦复油茶150亩，为38户贫困
户带来了脱贫希望。

去年初， 罗和贵进驻岑川镇九峰村时，全
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80户、246人。 他从3名班
子成员中抽调1人专职驻村，自己联系2户贫困
户，先后14次入户调查，住村16晚。除了李金
湘，他还筹资为贫困户罗光武建起了建筑材料
厂，联系建筑公司解决产品销路，让有3个孩子
读书、老母多病的罗光武有望在2年内脱贫。

“老罗扶贫用真心，深受群众欢迎。”平江
县委负责人对罗和贵赞不绝口，“他儿子也在
岑川镇扶贫呢。”

“少帅”进村担重任
在离九峰村不到1公里远的新福村， 记者

见到了29岁的扶贫干部罗智良。他是岳阳市科
协科技馆展教人员。

去年3月， 岳阳市科协选派干部赴平江县
岑川镇驻村扶贫。出生于平江、又是共产党员
的罗智良成为第一人选。“当时， 早产近2个月
的女儿正是需要我和妻子照顾的时候，可一看
到领导信赖的眼光，我无法拒绝。”罗智良至今
仍对妻儿心怀愧疚，“能为家乡父老脱贫做点
事，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巧合的是，父亲
也在岑川镇扶贫，父子俩扶贫点相距很近。

初生牛犊不怕虎。面对扶贫这一全新而艰
巨的任务，罗智良没有退缩。驻村后的第一个
星期，他就走访了9户贫困户，分析他们致贫的
原因，并写出调查报告。岳阳市科协和市文广
新局、岑川镇在新福村召开现场工作会，确定
了扶贫方案和资金，市文广新局、市科协分别
出资15万元、10万元……

父子联手并肩行
罗智良经常向父亲讨教如何帮助村民脱

贫。“扶贫，不能光靠送钱送物，关键是要给他
们找赚钱的门路。”罗和贵指点儿子。罗智良为
贫困户胡棉正争取房屋地质灾害整治补助
6000元， 介绍他到镇内砖厂打工， 每月工资
2000多元，还引导他家养猪；为贫困户黄潺仁
争取助学款1800元，支持他家养鸡70只，介绍
他到山西务工，每月工资达4000元……看到村
民们慢慢富起来，罗智良心里满是欢喜。

父子俩工作上有交集吗？“有噢。除了经常
电话和当面向老爸讨教扶贫经验外，交集最密
的就是去年夏天那场洪水。” 去年6月30日，特
大暴雨袭击平江， 罗和贵带领干部到一线抗
灾，所乘小车差点被洪水冲走。得知这一消息
时，罗智良正在抢险一线，只能通过电话问候
父亲。

“智良真不错，小孩肠炎高烧在岳阳，他也
没抽空回去看一眼。” 新福村支书黄孟德竖起
大拇指，“这个‘90后’有担当，有出息。”

父子俩相互印象如何？“爸爸工作经验丰
富。扶贫工作上遇到困难，我都可以随时翻他
这本‘活字典’。”罗智良俏皮地一笑。“智良经
验不足，但他脑筋活，肯吃苦。”谈起儿子，罗和
贵话语中透着自豪，“扶贫工作很锻炼人，愿他
快快成长起来！”

� � � �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通讯员 罗方
平 记者 王文隆 ）“有了绿心‘存折’,
我要积极参加环保活动，期末去‘绿心
超市’兑换文具”“有了绿心‘存折’，我
要认真学习环保知识， 和大家一起守
护蓝天碧水” ……6月4日上午9时，在
浏阳市第四届环保文化节启动仪式暨
绿心“存折”首发仪式上，领到了浏阳
首期绿心“存折”的小学生欢呼雀跃，
并许下自己的承诺。

根据规定，拥有绿心“存折”学生，在
校内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卫生清扫、 环保
知识学习等活动， 每次可获得1个积分；
被发现有破坏环境行为，每次扣除1个积
分； 积分由班主任管理， 周期为一个学

期。积分累计达到10分，可到学校的“绿
心超市”兑换一套文具用品，积分为负数
则取消其绿心“存折”资格。

围绕“美丽浏阳，我是行动者”主题，
接下来，浏阳还将举办“城市绿心，舞动
集里”绿跑、“还绿于民”公益行、“我举党
旗卫环保”等系列活动，让绿色环保理念
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让绿色环保行动全
民参与、持续发力。

记者从活动现场获悉， 今年浏阳全
面打响蓝天碧水保卫战，已实现“三个月
治标”首战告捷，下阶段将由“治标”转向
“治本”， 全力推进臭氧污染专项治理和
造纸行业污染防控，掀起污染防治“夏季
攻势”。

� � � �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王庚娣 邓钰凡）6月6日是“全国
放鱼日”。位于湘江上游的永州市冷水滩
区举行了鱼类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共投
放青、草、鳙、鲢等鱼种300多万尾。

这次投放的鱼苗体长规格在3-10
厘米， 其中以浮游植物为食的鲢鱼达

160万尾。 放流地点选择在一级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范围， 将有效改善湘江上游
水域生态环境，净化居民饮用水水质。

下一步， 冷水滩区将重点实施渔政
巡护、夏季渔政执行等工作，大力打击非
法捕捞，保护鱼类资源，确保人工放流效
果。

� � �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刘旺 熊军）“放鱼养水，养护生态，
践行碧水责任。”6月5日， 株洲县在湘江
株洲县龙船镇山塘码头河段组织了鱼类
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共向湘江投放青鱼、
草鱼、鲢鱼等380万尾，其中3厘米以上
鱼种340万尾、老口鱼种40万尾。

6月6日是农业部确定的“全国放鱼
日”，全国渔区同步开展了以“增殖水生

生物，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放鱼日活
动。 这已是株洲县连续第四年向湘江放
流鱼苗， 旨在恢复湘江渔业资源。 据统
计，4年来株洲县已向湘江放流鱼苗共计
1690余万尾。

据悉， 这次放流的鱼苗都是从经过
省主管部门认可的水产苗种场引进，且
经过检疫合格， 整个放流过程由株洲县
公证处现场摄像公证。

10个监测点
降雨量超百毫米

永兴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侯小芳）6月7

日下午，永兴县召开防汛会商会，决定自当天15时30分起，启
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受今年第4号台风“艾云妮”影响，6月6日起，永兴县普降
大到暴雨。其中，位于永兴县北部的樟树镇、柏林镇等地遭遇
大暴雨。

截至7日18时， 永兴县樟树镇和柏林镇共有10个监测点
降雨超过100毫米， 最大降雨出现在樟树镇桃李冲水库，达
193.8毫米。暴雨已造成全县3000多亩农作物被淹，没有人员
伤亡。强降雨过程中，永兴县积极组织县乡村干部深入村组，
指导农户排水排涝，力争将灾害降到最低。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龚佑臣 刘杰

6月6日，阳光灿烂，澧县官垸镇鸟
儿洲村的水面上波光粼粼。“海虾淡养”
技术的专利发明人之一张建昌在养殖
基地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第一批1.4亿尾南美白对虾的
虾苗已经卖光了， 这两天刚进了200多
吨微量元素， 准备繁育第二批虾苗，20
多个客户已经预订了700多万尾。”张建
昌告诉记者，眼下正是南美白对虾育苗
的关键期，每天都要接10来个预订虾苗
的电话。说话间，一名广东客商又打来
电话预订1.4亿尾虾苗，6月16日交货。

2010年，张建昌创办常德家华水产
科技有限公司，引进南美白对虾，并和
养殖大户罗德军等人一起获得“海虾淡
养”的发明专利。每年养殖600多亩的南
美白对虾。去年，他经营的南美白对虾
销往四川、陕西、贵州、云南、湖北等地，
销售额达1400多万元。

张建昌所在的鸟儿洲村有6000多
亩水面资源。早些年，这个村水涝灾害
频发，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村道，还欠
着几十万元的外债。 洲上的产业单一，
传统的四大家鱼养殖收效甚微，村民不
富， 村庄不兴。2010年上任的村支书杜
修安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连连摇头。

“鸟儿洲村四面环水，村内沟渠纵
横，沟围湖鱼虾肥壮，适合发展水产养
殖。”行走在绿树成荫、水面星罗棋布的
鸟儿洲，杜修安打开了话匣子。

办过企业、头脑灵活的他根据水面
多的特点， 决定逐渐淡出四大家鱼养

殖，以南美白对虾为主打，广泛发展龙
虾、翘鱼、鳜鱼和黄鳝养殖，带动鸟儿洲
村经济发展。 但如何发展水产养殖？这
成了杜修安面前的难题。7年来，常德市
陆续启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和“农
民大学生”培养计划，杜修安珍惜这家
门口的大学，读了专科读本科。几年下
来，农业产业化、农村实用技术方面的
知识培训让他茅塞顿开。更让他喜出望
外的是，常德广播电视大学把课堂搬到
了田间地头，本村村民张建昌的南美白
对虾养殖基地成为实践教学基地。他利
用这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充电”，晚上
啃书本，白天搞实践，虚心向专家请教，
终于摸出了门路。从消毒到培水，再到
疫情防治，杜修安样样里手，成了南美
白对虾养殖“半个专家”。

2014年，杜修安决定带领村民走上
“海虾淡养”的致富路。养虾风险大、技
术高、季节短，很多村民不敢上，杜修安
就自己承包了20多亩水面，养殖南美白
对虾，在张建昌的帮助和指导下，第一
年短短4个月，他就赚了18万元。在他的带
动下，村里已有30多个养殖户养殖南美白
对虾，养殖面积达1200多亩，亩产500公
斤以上，亩均收入达1万多元。南美白对虾
养殖成为鸟儿洲村的主打产业。 这几年，
每到9月产销旺季， 鸟儿洲的南美白对虾
供不应求，一车一车销往长沙马王堆等周
边多家市场，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去年，
该村人均收入达8000多元。

“海虾淡养”为鸟儿洲赢得了发展。
“现在，年处理生鲜蔬菜500吨以上的腌
菜深加工企业也在鸟儿洲投产，鸟儿洲
乡村振兴指日可待。”杜修安信心十足。

� � � �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王晗）
一名身患两种癌症的老党员， 克服病
痛呵护环境， 成为蓝天保卫战的志愿
者……今天，在长沙市雨花区“蓝天保
卫战 党员当先锋”主题党课决赛现场，
雨花区东塘街道浦沅社区的退休老党
员丁秋林的故事， 令现场观众红了眼
眶。

该区自“蓝天保卫战”打响之初，就
提出“全民行动”，党员干部率先垂范。
“开展主题党课竞赛， 让党员讲、 党员
听，从而影响群众，正是呼应这一主题
的一次创新。” 雨花区直机关工委工作
人员王坤表示，不断激发“红色细胞”的
活力，将为全面打赢“蓝天保卫战”汇聚
前行的力量。

� � � �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杨序先 米
久芳 黄巍 ）“做到婚事新办、 丧事简
办……”6月7日， 记者翻开辰溪县委
宣传部工作台账，该单位18名党员干
部全部签订了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

据介绍，为倡导文明新风，该县
成立了由纪检、组织、宣传等部门组

成的整治班子，对党员、国家公职人
员违规操办、违规参加宴席者从严查
处。今年来，该县党员、国家公职人员
共1.6万余人签订了承诺书， 带头移
风易俗、简办婚丧喜庆事宜。今年1至
5月，全县有110名党员干部主动取消
操办父母寿宴，并制止党员干部大操
大办12起。

� � � �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张果）6月4日上午，由湖
南快乐视讯有限公司、 湖南电视台电
视剧频道与邵阳县禁毒委员会、 邵阳
县委宣传部联合拍摄的公益禁毒电影
《毒魔劫》，在邵阳县开拍。

近年来，邵阳县高度重视禁毒工作，

严厉打击贩毒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禁
毒工作取得突出实效。影片《毒魔劫》讲述
一名大学毕业的乡村青年被人陷害染上
毒瘾，迷失了本性，其家人深受其害。在戒
毒所，该青年进行了痛苦反思。走出戒毒
所后，在当地政府关怀帮助下，该青年承
包油茶园，开始了新的人生。

扶贫路上父子兵

小学生喜领绿心“存折”
浏阳市第四届环保文化节开幕

株洲县在湘江放流380万尾鱼苗

永州300万尾鱼苗放流湘江

新闻集装“海虾淡养”富了鸟儿洲
乡村振兴纪实

放飞
梦想
6月6日， 临武

县万水乡万水中心
小学， 义工与留守
儿童做 《搭桥过河》
游戏。 当天， 该县
开展“圆梦端午·放
飞梦想———关爱留
守儿童公益活动”，
义工们根据留守儿
童的愿望， 为他们
送来了课本、 书包、
足球、 球鞋等学习
和生活用品， 并教
他们包粽子， 与他
们提前度过了快乐、
祥和的端午节。

陈卫平 罗艾兰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7日

第 2018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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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1040 2091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653 173 458969

5 4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6月7日 第2018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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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26738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2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384489
4 20637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78
57833

1191247
6624335

31
1995
43187
236339

3000
200
10
5

0104 14 28 3306

� � � �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刘少民 封宇平）今天早晨，邵阳
市民、 游泳爱好者许祝成从资江水中奋
力救起一名轻生男子。

今天6时左右，1名30多岁的男子，
不顾母亲苦苦哀求， 从邵阳市区西湖大
桥跳入洪流滚滚的资江。

在离男子入水处约200米的西湖大
桥游泳码头， 正准备下河晨泳的邵阳市
第二房管所职工许祝成， 听到男子跳进
河中的巨大声响， 同时听到大桥上女人
绝望的哭声和呼救声。 许祝成在游泳爱
好者中第一个冲出来， 立即从游泳码头
向桥下奔去。他边跑边搜寻江面，看到一
个人在江水中挣扎。

由于连日下雨，江水湍急且浑浊，轻
生者情况十分危急。 两岸和桥上虽有一
些人喊着救人，但其他人不敢轻易下河，
唯有许祝成没有停下脚步。

救人途中， 许祝成看到江边浮着一
条船， 急切地对船主说：“师傅你往那边
划，我去救人!”然后，他从离轻生男子最

近的岸上跳入江中，奋力游过去。此时，
该男子因为高处落水和呛水的原因，已
经神志不清，身子逐渐下沉。

靠近后， 许祝成一把抓住轻生男子
的肩膀，将其提出水中，并将带来的充气
球套在他的脖子上，防止头部沉入水中。
然后，他一手托住该男子，一手用尽力气
游向岸边。快靠岸时，一位船夫赶来了。2
人一起将轻生男子救上岸， 并对其采取
溺水急救措施。 随后，120救护车赶到现
场。

轻生男子的母亲对许祝成千恩万
谢，请许祝成留下电话号码，表示要支付
酬金， 被许祝成婉谢。 许祝成对老太太
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救人要紧，您赶快
送人到医院去。”

据了解， 该男子由于近期炒股亏损
和家庭矛盾，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事后， 记者问许祝成：“为什么你敢
冲出来救人？ 怕不怕自己遇到危险？”他
说：“我没来得及想那么多， 只想快一点
救人。”

许祝成孤身勇救轻生男子

蓝天保卫战 党员当先锋雨花区：

党员公职人员带头移风易俗辰溪县：

开拍公益禁毒电影《毒魔劫》邵阳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