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旬老艺人
倾情“打溜子”

8月7日，张家界市
武陵源区非遗展示基
地溪布老街， 金德安
（中） 和他的团队为游
客表演“金氏打溜子”。
已84岁高龄的金德安
10多岁开始学习“打溜
子”、 吹打乐等民间技
艺。 他通过挖掘和整
合，把唢呐、鼓等乐器
融入到“打溜子”中，这
种演奏技巧被称为“金
氏打溜子”。

吴勇兵 摄

09通讯员投稿邮箱： hnrb2012@163.com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8年8月10日 星期五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姜鸿
丽 通讯员 陈立初 滕刚）8月3日，常
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港中坪村村民
段民富早早来到村里互助幸福屋，聊
天、打牌、看电视，不亦乐乎。 段民富
今年68岁，儿子在广东打工，老伴随
之南下照顾孙子，他则在互助幸福屋
找到了精神寄托。 这样的互助幸福
屋，谢家铺镇已有19个。 这是常德市
加速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让老人在家门口幸福养老的生

动实践。
常德市现有老人135万人，老年

群体基数大、增速快，且高龄化、空巢
化趋势明显。 目前,老年人生活照料、
健康医疗和精神文化需求增加，解决
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近年来，该市民
政部门积极探索居家和社区养老，先
后涌现出新坡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
心、武陵区完美社区老年照料中心等
一批居家和社区养老特色服务机构。

今年，常德市成为全国第二批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该
市将力争到2020年， 筹措近亿元资
金，实施居家养老设施建设、人才队
伍建设、 医养融合改革等项目199
个，提高养老综合服务质量。 为推进
这项工作，该市在武陵区、临澧县、石
门县和鼎城区周家店镇、桃源县陬市
镇进行试点，共建设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点456个，其中市、县示范点20
个。

同时，常德市探索建设城市宜老

自助屋、城乡医养健康屋、农村互助
幸福屋等“三屋”，完善农村区域性养
老服务中心、 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适老设施、住宅小区配备养老服
务设施告示，推进基本信息管理数据
库、居家和社区养老在线服务、老人
智能服务等设施和平台建设，加强服
务队伍专业培训，孵化培育社会养老
机构（企业）。 力争到2020年，全市实
现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城乡全覆盖、
智能化，惠及百万老人。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阳新 张弥） 8月初，衡南
县“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大型禁毒主
题宣传活动在三塘镇华岳学校举行。
上千名学生，通过合唱禁毒歌曲《我
想》、表演禁毒拍手操、诵读禁毒三字
经等别出心裁的形式，宣传“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

近年来，衡南县委、县政府构建
内外联动的禁毒宣传机制，先后开展
“美丽乡村·绿色无毒”“健康人生·绿
色无毒”等禁毒主题宣传活动，组织

禁毒志愿者深入千家万户、 田间地
头，发放禁毒“六进”宣传折页、禁毒
钢笔、手提袋、公开信、小扇子，面对
面宣传、讲解禁毒知识。

筑牢动静结合的联动宣传阵地。
县禁毒委联合衡阳南岳机场管理处，
在候机大厅、登机口等设立11处禁毒
宣传橱窗，吸引湘南地区来往旅客驻
足观看。 在公交车、物流、快递、外卖
等流动性较强的场所，广泛发送禁毒
公开信，张贴禁毒宣传车贴，滚动播
放禁毒公益宣传片，有效提高广大乘

客的毒品防范意识。
强化点面齐抓的联动宣传举措。

县禁毒委联合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
等单位，在校园内开展“禁毒拍手操”
“禁毒三字经”“禁毒歌曲”“禁毒主题
班会”“禁毒手抄报”等系列禁毒主题
宣传活动，小手拉大手，向家庭和社
会传递禁毒理念。

在练好宣传“虚功” 的同
时，积极做实“严打”实功。该县
外出务工人员较多， 县里主动
与广东等外地衡南商会联手，

在加强衡南籍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群
体的禁毒宣传的同时，加大对外流贩
毒的打击整治力度。从县公安局抽调
7名精兵强将，常驻广东、云南等地，
与当地公安机关协作， 开展摸排、研
判、协作办案。 截至今年7月底，全县
共抓获外流贩毒人员18人。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莫成
通讯员 孟春绒

8月3日下午， 记者打开淘宝店
铺，选择一款手链，提交订单、点击
支付，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最快最
舒心的一次淘宝购物。 淘宝店主名
叫向笑梅，永顺县塔卧镇人。 1991
年出生的她， 青春正当时。 然而，
2007年,向笑梅突患脊髓炎，从此卧
床不起。向笑梅没有被击倒，而是选
择做电商， 躺在病床上用并不灵活
的右手完成一笔笔交易。

8月4日中午， 记者来到向笑梅
家里。蓝天白云下，房子里里外外收
拾得很干净。 向笑梅的房间在一楼
左侧，木床两边安装着白色护栏，右
侧镶嵌着一个简易书桌， 桌子上的
粉色笔记本电脑有些旧了。

见到有客人来， 平躺在床上的
向笑梅微笑着打招呼。记者发现，向
笑梅的右手手腕接近90度弯曲，严
重变形。 她用大拇指慢慢滑动鼠标
上的黑色转轮，另外4根手指扶在鼠
标旁，便于固定鼠标位置。“鞋店这
几天生意有点淡， 首饰店要好多
了。 ”向笑梅对记者说。

眼前这个在病床上躺了10多
年的女孩，不但没有放弃人生，还自
学成才，做起了电商。“刚开始躺在
床上， 我想着自己肯定没多少日子
了，很绝望。 ”那段苦难的日子对向
笑梅来说，简直是种煎熬。

2009年，老房子因为一场暴雨，

部分垮塌，无法居住。一家人在房子前
面搭个棚子住下， 东拼西凑借钱来重
新建房。 2010年，刚住进新家不久，父
亲又因病去世。向笑梅再次遭受打击，
正在读初三的弟弟也辍学外出务工。
家里，只剩下她和母亲。看着母亲忙碌
又孤单的身影， 向笑梅告诉自己一定
要振作起来，做妈妈的贴心小棉袄。

无意中了解到电商兼职后，向笑
梅立即加入其中， 收入从一天几块
钱、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 积累一定
经验后，向笑梅于2015年12月注册了
属于自己的精品女鞋店，2016年6月
又注册了淘宝首饰店。 从此，电商打
开了她生命里的另一扇窗。

言谈间，被子里传来“滴滴”声，
原来是新订单来了。 向笑梅慢慢地移
动右手，从被子里拿出一部手机。“这
是我自己赚钱刚买的手机，可以随时
查看订单。 ”向笑梅笑得很灿烂。

向笑梅告诉记者， 印象中最开
心的一次是在2015年。 她用自己挣
到的第一笔钱， 为母亲买了一件卡
其色外套。而最大的遗憾，是现在挣
的钱多一点了， 却没有机会给父亲
买个礼物。

因为精力有限， 向笑梅的店里
商品不算多。生意好时，一个月能收
入2000多块钱。 值得欣慰的是，向
笑梅的病情正在好转， 现在已能自
己翻身和稍微斜靠一会儿。下一步，
向笑梅准备让母亲在家做鞋垫之类
的手工艺品，她负责销售，让自己的
店里充满爱和力量。

通讯员 曹航 朱忠达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感谢你们，是你们救了我们母
子俩的命。 ”8月7日， 汝城县濠头乡
宝沙村产妇郭女士高兴地出院了，她
动情地带着出生不久的婴儿，与产科
医生护士们一一道别。

7月30日下午16时30分，汝城县
妇幼保健院产科一阵急促的电话铃
声响起。

“你好，是县妇幼保健院吗？我老
婆肚子剧烈疼痛，估计快生了，请你
们赶快派车来!”

“好，我们即刻出发。 ”
县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廖韧敏问

清楚地址，迅速联系120救护车，并和护

士一起快速准备抢救药品、器械等出发。
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飞驰”。一

个半小时的山路，廖韧敏等人只花了
不到一小时。

这时产妇郭女士的状况非常不
好，脸色苍白，疼痛难忍，而且出现大
出血的迹象。

经过简单的检查和询问，廖韧敏
初步诊断产妇可能是子宫破裂，情况
非常紧急。

“赶紧将产妇安全转移到救护车
上。”廖韧敏一边嘱咐，一边打电话回
医院，要求医院快速启动紧急抢救预
案。

晚上19时40分， 救护车安全到
达医院。 医护人员快速行动，分工协
作，争分夺秒开展抢救。

当医生们打开郭女士的腹腔时，
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子宫破裂大量
出血，病情严重性远超想象。 不仅如
此， 在破裂口处还伴有大量出血，其
边缘离子宫动脉仅有毫厘之差，如果
子宫动脉破裂，后果不堪设想。

一场与死神的搏斗迅速上演。
经过1小时40分钟后的努力，手

术顺利完成。不仅成功剖腹娩出一个
健康宝宝， 还挽救了产妇的生命，产
妇的子宫也保住了。

据介绍，子宫破裂，多见于难产、
高龄多产或有过剖宫产史的孕妇，是
产科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如果抢救不
及时，死亡率高达90%以上。 郭女士
的成功获救，婴儿平安健康，可以说
是创造了一个小奇迹。

保靖酉水河边
发现鸳鸯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吴涛 熊梦琦）8月8
日，吉首大学动物调查组在对保靖县
酉水国家湿地公园进行野生动物调
查时，首次发现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
物鸳鸯。

调查人员发现时，两只雌鸳鸯正混
迹于牛背鹭、白鹭和池鹭中，在河边觅
食，自在悠闲。 其所在的酉水国家湿地
公园位于保靖县北部，总面积1316.1公
顷，区域内水质清澈，两岸植被茂盛，生
态环境复杂多样、无干扰，河流湿地类
型特征明显，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
一个典型的“河流-库塘”复合型湿地生
态系统，优越的生态环境为水鸟的栖息
繁殖提供了有力保障。

调查人员介绍，鸳鸯已被列入《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广泛分布于我国除青海、西藏
外的各省份， 每年3月末4月初陆续迁
到东北繁殖地，9月末10月初离开繁殖
地南迁。 但在贵州、云南和台湾等地，
亦有部分鸳鸯不迁徙而为留鸟。 另据
记载，鸳鸯在湖南省应是冬候鸟，而本
次调查发现将改写这一记录， 少数鸳
鸯在湖南省应为留鸟。

城步出台我省首个
饲草种植奖补办法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阳望春 封明海）今天，记
者从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府办获悉，该
县制定下发了《围绕精准扶贫大力推
广饲草种植促进奶业发展奖补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据了解，这
是省内制定实施的首个饲草种植奖
补办法。

为加快脱贫攻坚、建好中国南方
乳业第一县，城步因地制宜制定饲草
种植奖补办法，以鼓励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种植大户等带动贫困户种植牧
草。《办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种植大户等带动贫困户在县内种植
饲用玉米、甜高粱、紫花苜蓿、黑麦草
等饲草，经县龙头乳业企业南山牧业
公司、羴牧公司收购的，纳入县财政
奖补范围。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种植
大户等连片种植饲草100亩以上，吸
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10人以上，且
每名贫困劳动力务工年收入达到
3000元以上，每吨饲草给予300元至
500元不等补助。 同时，鼓励推广机
械化种植饲草，对购买农机已享受农
机补贴的对象，再按购买价20%给予
补贴； 对购买农机未享受农机补贴
的，按购买价30%补贴。

通过推行饲草种植奖补，城步力
争到2019年， 饲草种植面积达到
6000亩以上， 为推进奶业高质量发
展奠定基础。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微）8月8日， 永州消防从墙
缝间救出八旬老人，受到各方好评。

8月8日8时许，永州市消防支队
零陵区大队接到报警： 该区黄古山
路1巷52号一名82岁的老人，从5楼
房顶失足掉落， 夹在两座房屋的墙
缝间。

零陵区消防大队10名官兵迅速
赶到现场。只见墙缝最宽处不足40厘
米，老人是从10米多高处掉落到现在
的位置，整个身体卡在墙缝间，双脚
离地面两米左右，动弹不得。 询问老
人得知， 他全身有不同程度刮擦伤，
右手疑似骨折。 因为墙缝空间狭窄，
老人焦躁不安。

见此情景，消防官兵立即在房屋
外墙搭建楼梯，剪切墙缝入口处的线
路，形成救援通道。 随后，一名救援经

验丰富的消防战士系着安全绳， 从5
楼房顶下降到老人上方，试图把他提
起来，或挪动到宽敞一点的位置。

然而，由于空间狭窄，几次救援
失败。 这时，老人更加急躁。 也让在
场的人们感到时间紧迫。

就在这时，大家发现在老人膝盖
的位置，有一个窄小的窗户。 消防官
兵们紧急商量，决定破窗实施救援。

事不宜迟，消防官兵利用液压剪
切钳，从房内剪开防盗网和窗户。 老
人上方的消防兵， 抓住老人的双肩，
下方的消防兵抓住老人的双腿，帮助
他把双腿慢慢地伸进窗户内。 然后，
老人上下方的消防兵共同努力，缓缓
调整老人的位置。 20多分钟后，终于
把老人拖进窗内，老人得救了！

原来这天，老人在5楼顶晒花生，
一时疏忽掉落下来。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李
文峰 通讯员 王晋 曹娥）“种油葵
一举双得， 既治理了700多亩农业
面源污染，又赚了60多万元。 ”8月8
日， 醴陵市白兔潭镇汆溪村党支部
书记张申年高兴地对记者说， 前不
久， 该村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经验
还登上了央视“朝闻天下”栏目。

循着张申年手指方向望去，湘江
一级支流渌江自东向西穿村而过，蜿
蜒伸至村里1045亩田地间。 据了解，
过去由于过量施用农药、化肥，破坏
了耕地土壤结构。 去年，汆溪村作为
我省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大
面积试种油葵，以逐渐减少土壤中的
污染物，并以油葵果实榨油促进村民

增收，还可发展乡村旅游。
“油葵果实榨油后经过沉淀分

离，不影响油品质量。”张申年介绍，
他们将葵油拿到省农科院化验，结
果含镉量为每千克0.006毫克，接近
国家自来水标准。今年，村集体投入
120万元，通过土地流转，将油葵种
植面积扩大到700多亩。 葵花盛开
季节， 慕名而来赏花的客人络绎不
绝。 7月，油葵收割，葵油净收入60
多万元。

“现在全村农田已减少农药、化
肥污染70%以上。 接下来，我们还会
扩大油葵种植，将农业污染降低到最
小限度，带动观光农业发展，提高经
济效益。 ”张申年说。

� � � �湖南日报8月9日讯（通讯员 于意 韩冬）近日，谈起
国税地税合并，桃源县飞达房地产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先
生激动地说，以前办理涉税业务跑了国税跑地税，系统
进两个，资料交两份，情况说两遍，流程走两次，费时费
力，现在进一个大厅一个系统就能办完所有业务。

自7月20日挂牌成立以来， 桃源县税务局以便民利
民为遵循，深入推进办税服务厅和征管系统整合，推出
了“一厅通办”“一网通办”等便利化措施，统一了政策执
行口径和执法标准。 纳税人只需到“一个单位、一个窗
口、一个系统”即可查询企业涉税事项，在“一个地点”即
可办理领票、注销、纳税申报等事项，全县90余万纳税
人、缴费人受益。

国地税合并后，桃源县税务干部迅速投入系统升级
工作中，完成了业务模板功能测试、实际业务操作，并开
具了新税务局第一张税票和发票。 办税流程不断优化、
业务简并整合。 目前，办税服务流程节点减少30%，为纳
税人办税省时50%以上。

常德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在家门口幸福养老

衡南县虚实结合，内外联动

禁毒宣传丰富多彩

一场与死神的搏斗
———“生死时速”救援山区大出血产妇

老百姓的故事
向笑梅：

病床上开网店的土家族姑娘

八旬老人5楼顶掉落墙缝间

永州消防成功施救受赞

桃源“新税务”带来
办税“加速度”

流程节点减少30%，省时50%以上 醴陵汆溪村种油葵一举双得
既治理了700多亩农业面源污染，又净赚60多万元

� � � � 8月8日，学员在观看女书书写。 暑假期间，江永县举办“女书习俗”公益讲
堂，聘请女书传人，免费为来自安徽、福建、山东等地的青少年提供学习女书的
机会，让他们感受世界唯一女性文字的魅力，传承女书文化。 田如瑞 摄

公益讲堂传承女书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 年 8月 09日

第 2018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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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 1040 942240

组选三 885 346 306210
组选六 0 173 0

8 1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8月9日 第2018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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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2104381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9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1 26919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82
45660
920834
6587980

27
1947
35258
254027

3000
200
10
5

1610 19 24 3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