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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罗娜 温婷桢 王艳明

最近， 许多村民来到浏阳市龙伏镇
焦桥村新建成开放的全省首个村级道德
馆参观， 学习馆里展出的身边典型的事
迹。今年来，浏阳市由党员干部带头、身
边典型引领，大力倡导文明办酒、移风易
俗，城乡逐渐形成“不比办酒比文明”的
新风尚。

党员干部带好头
前不久，在浏阳市文家市镇永丰村，

老党员刘裔福70大寿时，只办了一桌家
宴：一家人聚在一起，摆上一桌小菜、土
鸡蛋、土猪肉等，没有一个高档菜。

相邻的中和镇江河村党支部书记杨
玲，近日家中老人70大寿，她没有办酒，
而是带着老人外出旅游， 亲友贺礼一概
拒收。她说，不办酒省事，节约了不少开
支。

在镇头镇， 基层党支部书记是推动
移风易俗工作第一责任人， 党小组长支

持配合。仅今年4至5月，他们就及时劝导
村民以文明节俭方式操办喜庆事宜70
余场次，通过取消预备宴席，降低菜式、
烟酒档次标准等， 为农户节约开支390
万元以上。

浏阳市委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带头节
俭办酒，反对铺张浪费，做移风易俗的表
率。全市各级党员干部5000余人签订了
公开承诺书。目前，全市累计劝导制止大
操大办红白喜事256起。

“生厚养，死薄葬。有喜事，表祝愿。
不送礼，情义深。做干部，当模范……”达
浒镇书香村老党员黎家兴创作的《文明
三字经》，在当地广泛流传。

身边典型做榜样
走进浏阳市龙伏镇焦桥村村级道德

馆，一排排展示栏“跳”入眼帘。展示栏上
展出的是镇里21位在社会公德、 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表现突出
的先进典型， 包括积极倡导移风易俗、在
老父去世时节俭办丧事的贺丰产，毅然辞
掉工作、 守在床前照料病重婆婆的卢令，

20余年如一日守护村民健康的王凤等。
“道德模范是有形的正能量，是鲜活

的价值观。” 龙伏镇党委书记黎靖说，通
过展示身边的道德模范， 激励大家向善
向上，这是建设“道德馆”的初衷。

在浏阳市，这样的文明阵地不少。金
刚镇桃树湾的乡贤基地、澄潭江镇的“好
人馆”等，已成为当地新“景点”，当地干
部群众纷纷前来参观， 学习身边好人好
事，开展先进事迹宣讲、家风家训教育等
主题活动， 对树立文明新风产生着潜移
默化的作用。

群众参与活动多
6月15日，一场“国际范”龙舟赛在浏

阳市沙市镇赤马湖火热举办。 沙市镇是
全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常态化举
办篮球赛、广场舞大赛、文艺晚会等
群众性文体活动。文体活动让闲暇时
光变得多姿多彩，村民们参加活动的
多了，打牌的自然就少了，社会风气
不断好转。

今年3月起， 浏阳市纪委监委开

展“践行十九大精神·清风润浏阳”系列
活动，通过抓党风政风，发动社会全员参
与移风易俗，共同打造文明浏阳。

基层作风要怎么改进， 廉洁家风要
怎么培育……前不久，“把话筒交给群
众———话勤廉、淳民风”民意征集活动，
在浏阳市北正西广场举行。 市民群众和
党员干部围坐一起， 分享平时生活中遇
到的移风易俗方面的那些事儿。

“虽然条件好了，更要勤俭持家。”冯
凤英是当地群众艺术团团长， 她把办寿
宴的钱拿出来做公益演出。

浏阳市还持续开展了“星级文明户”
“好婆婆好媳妇”“最美新乡贤”等评选活
动，组织志愿服务和民意征集活动，充分
调动群众积极性，让“不比办酒比文明”
的新风落地生根。

澧阳平原史前遗址群
将申报世遗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刘杰）为期
4天的省考古学会第13次年会今天在澧县开幕。 记者从会上
获悉， 澧县正在将澧阳平原史前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目前，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初步划定了申遗范围，并牵头组织
撰写了申遗可行性分析报告。

据介绍，澧阳平原三面环山，南临澧水，东临洞庭，总面
积约700平方公里，含澧县大部，以及临澧、石门、津市、安乡
一部分。考古资料显示，该地区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可追
溯到60万年前，历经繁衍进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澧水文化
类群。目前，已发现旧石器地点近20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500多处。其中，城头山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史前城
址，其汤家岗文化时期的水稻田堪称“稻作之源”，两次被评
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澧阳平原遗址具有极高的密集度，堪称中国史前遗址
集群原生态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说。

近年来，澧阳平原城头山、彭头山、八十垱等遗址保护利用
力度不断加大。有关方面先后投入4.6亿元，在城头山遗址实施
了保护工程，建起了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彭
头山、八十垱遗址保护规划及环境整治方案已通过审批。

智能轨道交通联合实验室
落户湘江新区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王晗）昨天，通号工程局集
团有限公司与湖南视觉伟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
约暨智能轨道交通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 在湖南湘江新区
芯城科技园举行。

视觉伟业是湘江新区内一家以AI（人工智能）视觉为核心
的人工智能自主创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立足于自主深度学
习核心计算框架及模型，结合大数据云平台和智能硬件制造全
产业链，为全球用户提供智慧安防、智慧停车、智慧商业等“人
工智能+互联网”系统解决方案。这次与通号工程局签约后，视
觉伟业董事长、CEO夏东表示，双方将聚焦铁路运维基础环节，
实现铁路沿线和站场可视化及闭环管理。

这次揭牌的智能轨道交通联合实验室， 是由通号工程
局、视觉伟业、北京交大、北京工商大学联合成立的。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戚旭明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6月
22日， 记者随湘阴县市场管理中心干
部李海林， 前往该县文星镇大中村脱
贫户钟放家中走访， 一只大灰鹅挥着
翅膀迎了上来。 钟放打趣地说：“这只
‘幸运鹅’和李书记有缘哩！”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李海林， 是派驻到大中村的第

一书记兼帮扶工作队队长。 他在大
中村驻扎的3年， 村里的路宽了、环
境好了、房子漂亮了，村民打心里感
谢他。

今年31岁的钟放是家里的顶梁

柱， 谁料他在2016年突然患了一场重
病，让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家人为他治病四处借钱， 还把家里能
值几个钱的物品全变卖了， 唯一留下
一只大灰鹅生蛋给他的儿子吃。 正当
他想放弃治疗、 甚至产生了轻生念头
的时候， 李海林敲开了他家的门：“你
是个男人，天塌下来也要扛着，你的孩
子不能从小就失去父亲。”

“搭帮李书记把我老公从‘悬崖’
边上拉回来， 他是我们家的恩人！”钟
放的妻子李娜说起李海林， 顿时热泪
盈眶。钟放情绪低落的那段日子里，李
海林天天往他家跑， 鼓励他坚强地面
对生活，早日战胜病魔，并通过各种渠
道为他解决4万元“救命钱”。

为了帮助钟放摘掉贫困帽子，李
海林牵线搭桥， 钟放夫妻俩加盟了一
家家政服务公司。刚开始，李海林利用
自己的社会资源帮他拉订单， 使他的
业务一天天好起来。 夫妻俩通过一年
努力，赚了10多万元，新买了一台小型
工具车跑业务， 让全家人的日子有了
盼头。

饮水思源。今年春节，钟放与妻子
提着家中的这只大灰鹅到村部感谢李
海林。夫妻俩与他推来推去，最终还是
拗不过李海林。后来一次，李海林的父
亲生了一场病。 钟放与妻子又提着那
只大灰鹅， 几经打听跑到了住在县城
的老人家中。两天后，这只大灰鹅又被
李海林送回了钟放的家。

土鸭“出山”去
“朋友圈”帮忙

毛文建 黄巍

“江师傅， 鸭子还有吗？ 给我来两只
……”近日，辰溪县修溪镇椒坪溪村村民江
泽望不断接到订购电话。“一大早就来电话
了，微信销售这个办法真好。”他说。

江泽望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 但他
人穷志不穷， 立志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甩
掉贫困帽。

椒坪溪村虽交通不便，但山清水秀，生
态良好。“村里有一处地方水浅，饲草丰富，
适宜养殖土鸭。” 江泽望看中了村里一块

“风水宝地”，今年他与同村贫困户江上学、
米仁亮合伙办起了养殖场， 共养殖鸭子
6000多只。

看着鸭子一天天长大， 江泽望等人开
始发愁。鸭子大了卖不出去，养一天稻谷、
玉米等开支就要花费1000多元。他们找到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谢溪梅请求帮助。谢
溪梅是县文体旅广新局干部， 他想到了单
位爱好摄影的同事张慧， 请她来拍一些好
看的照片，用微信推销鸭子。

6月12日晚，张慧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
篇文章， 图文并茂讲述了江泽望等人养土
鸭的情况及遇到的困难。许多人留言，对江
泽望等人不等不靠的行为表示肯定， 并通
过转发微信、购买鸭子的方式给予支持。

辰溪县内媒体也纷纷跟进报道， 土鸭
销售打开了局面。

“购买土鸭的还有酒楼宾馆，也是在微
信里看到的。”江泽望说，仅6月13日一天，
他们养的土鸭就销了400多只。

“万事开头难，有了这次经验，以后知
道该怎么做了。下一步，我们将联系大型酒
店、宾馆，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预计这批
鸭子近段时间可以卖完。”江泽望信心满满
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肖星群 李俐

6月21日，天刚微亮，涟源市渡头
塘镇日新村赤竹组的聂南香早已忙活
开了。 帮瘫痪在床的哥哥聂明生擦洗
身子、喂水喂饭。2年来，为照顾家里，
她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含笑面对苦楚。
她说：“照顾不好哥哥，自己一辈子都不
安心。”

聂南香今年62岁,年轻时远嫁到益
阳市赫山区，现子女都有工作，一家人
其乐融融。

2015年除夕， 五保户聂明生突发
脑溢血。 好心的邻居一边将他送往医
院， 一边联系正在衡阳小女儿家过年
的聂南香。“当时正在吃年夜饭，接到电
话整个人就像掉进了冰水里。”聂南香
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要赶紧回老
家！”

大年初一， 聂南香在病房里见到
了昏迷中的哥哥。医生告诉她：“命保住
了， 但今后只能卧床。” 哥哥是个五保
户，身边没有人照顾，怎么办？聂南香暗

暗下定决心，要扛起这份责任。
祸不单行。不久后，90多岁的母亲

摔断了股骨，不能行动，也瘫痪在床。连
续9个月，聂南香和丈夫袁力雄，一边
跑医院照顾哥哥， 一边在家里伺候母
亲，忙得像个陀螺，完全顾不上自己的
小家。邻居刘金娥非常感动：“没见过这
么孝顺的人。”

聂南香心疼亲人。为了方便照顾，
一间10余平方米的房子里放了两张
床。此外，还有一张用砖头和木板拼起
来的简易床，这是聂南香的“专属床”。
哥哥半夜要翻身，母亲神志不清，那段
时间，聂南香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喂水喂饭、擦洗身子、翻身上厕所、
按摩敷药……成了聂南香每天的必修
课。“每天都围着他们俩转， 没空休息。
但只要他们过得舒服， 我就心满意足
了。”2017年4月，母亲去世后，聂南香
开始专心照料哥哥。

聂明生排不了便时， 聂南香跑遍
山里，寻找传统的草药熬水；为了让哥
哥吃好，她精心搭配稀饭、蔬菜、肉食
等；为了防止生疮，聂南香每天帮哥哥

擦洗3次，换3片尿不湿。
6月14日晚上，聂明生突然咳个不

停，面色通红，聂南香慌得不行。她赶紧
找来治疗仪，一边治疗一边按摩。折腾
了一个晚上，病情才稳定下来了。累到
无力的聂南香泪眼婆娑， 她担心哪天
自己也累倒了该怎么办。

“你是要我这个家还是只要你娘
家？”聂南香的丈夫偶尔发发牢骚，妻子
几乎完全不顾他了。 不过“知妻莫若
夫”，牢骚归牢骚，怨言归怨言。空闲时，
袁力雄经常过来帮忙挖土种菜。 这几
年吃的蔬菜，都是袁力雄种的。

聂南香的行为不仅感动了邻居，
也感染了3个女儿。

当护士的小女儿， 知道日常护理
需要哪些东西。洗的涂的，大包的尿不
湿、棉签、纱布、消毒液等源源不断地寄
了过来。女儿们和聂南香开起了玩笑：
“妈，你以后老了，我们可能做不到这么
好哦。”

日复一日，聂南香深藏苦和累，悉
心照顾着家人。 她说：“我好好服侍，希
望哥哥可以多活几年。”

张家界：巨幅中国画“杀青”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张念升）近

日， 经过近10位画家两个多月精心创作，“锦绣张家界·献
礼建市30周年”巨幅中国画作品“杀青”。该画高1.6米、长
50米，收录了张家界景区核心景点天子山、天下第一桥、杨
家界、黄石寨、金鞭溪、宝峰湖、茅岩河、天门山以及城市建
筑、美丽乡村等标志性景观。整幅作品浅绛设色，水墨韵味
十足，山峦叠嶂，气势磅礴，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张家界三千
奇峰、八百秀水的绝世仙境。

郴州：党员干部带头献血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卓敏）

“郴州市疾控中心曹森无偿献血44次，郴州市中心血站罗
秋初无偿献血35次……”今日，郴州市举行市直机关党员
干部带头献血活动， 并通报表彰了市直单位党员干部献
血次数前50名。近年来，郴州每年组织市直单位开展无偿
献血活动，目前已有8663人参加过无偿献血。其中献血最
多的是市体育训练基地党员刘敬伟， 其累计献血量达6.4
万毫升。 市中心血站所有干部职工都加入了应急无偿献
血库，每年至少献血一次。

浏阳：不比办酒比文明

送不出去的大灰鹅

老百姓的故事 聂南香：孝老爱亲最长情

新闻集装

阳光村务 村民放心
6月26日，嘉禾县石桥镇芙蓉村，村民查看村务公开情况。今年，嘉禾县纪委监委在全县188个村级组织全面推行“阳

光村务”， 并开展专项检查活动，确保党务、村务、财务工作在阳光下运行。 黄春涛 肖加林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26日

第 2018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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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 1040 1015040

组选三 958 346 331468
组选六 0 173 0

1 7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6月26日 第2018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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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3239785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0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236302
2 21502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14
66180

1191543
8536177

88
2820
45915
306890

3000
200
10
5

1009 15 16 2314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73 3 9 6 5 8 0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7683906.53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70 1 2 7
排列 5 18170 1 2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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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60万年文化遗存 中国最早史前城址

“请帮我把最后
一笔党费交给党”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曾宪志

“老头子，你可以安息了，你最后的心
愿我替你完成了。”6月22日，家住炎陵县霞
阳镇文化路的顾玉珍老人， 捧着炎陵县委
组织部工作人员送上门的一张“大额党费
收据”，热泪盈眶。

这张收据“缴纳人”一栏写着顾玉珍已
故丈夫“张文”的名字，缴纳金额为1万元。
顾玉珍说，把这笔特殊的党费交给党，是她
老伴张文生前的心愿。

张文，1926年出生于浏阳，1947年1月
在鲁南解放区参加革命，1949年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他曾参加豫东、淮海、淞沪等
著名战役，1951年至1958年参加抗美援
朝，负重伤2次，荣立三等功4次、四等功4
次， 获团通令嘉奖9次、 军通令嘉奖1次。
1963年，张文服从组织安排，带着有上海
户籍且在邮电部门工作的妻子， 离开城市
到酃县（现炎陵县）供销部门工作。

张文生前说：“我是一名老党员， 我以
自己是一名党员为荣，始终信仰坚定，意志
坚强，对党无限忠诚。”入党69年来，张文未
曾落下一分党费。退休后，他同样按时缴纳
党费。近几年因腿脚不便，他委托孩子代为
缴纳。去年8月，张文身体状况不好，他担心
自己等不到建党100周年纪念日， 就准备
好1万元钱，嘱托妻子顾玉珍：“请帮我把最
后一笔党费交给党。” 后来病情有所好转，
张文决定等今年“七一”时亲手把钱交给组
织，但不幸的是，今年5月3日，他因病情恶
化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