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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宁奎
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9月下旬，沿着崎岖的山路，记者一
行来到澧水之源、 粽叶之乡———桑植县
五道水镇。

五道水镇，澧水穿流而过，两岸青山
耸立，虽是深山中并不起眼的小镇，却是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之地和红二方面
军转战湘鄂西根据地之一。绵延大山中，
随处可见成片成片的粽叶林。

粽叶，又名箬叶，是一种生长在海拔
800米以上的竹科植物。其叶片宽而长，香
气浓郁，被人们用于包粽子。因为含有大
量对人体有益的叶绿素和多种氨基酸等
成分，被营养学家称为“天然绿色食品”。

“箬叶出山涧，苦尽清香来。”五道水
镇党委书记蒋木书介绍，该镇8个村（社
区）全部盛产粽叶，共有5万多亩野生粽
叶基地，年生产、加工粽叶5000吨，总产

值超过6000万元， 直接带动当地约八成
村民脱贫致富。

说起五道水的粽叶，离不开有“粽叶
大王”和“粽叶皇后”之称的彭澧康、彭华
夫妻俩。

1992年， 在桑植县外贸公司工作的
彭澧康和彭华主动辞职，自主创业，先后
卖茶叶，开商店，承包宾馆，很快挣到第
一桶金。1994年，夫妻俩到广州采购货物
时，发现粽叶在广东市场上热卖，年销量
达数万吨。

“桑植山中长有粽叶，拉到广东就能
换钱。”夫妻俩看到商机，开始做起粽叶
生意。

粽叶中藏着商机，也藏着风险。当彭
澧康把一大货车粽叶运到省外贸公司
时，却被告知产品不合格。为了寻求质量
不合格的根源， 彭澧康找到省外贸公司
负责人，跟班学习一个多星期，掌握粽叶
全套加工技术。

选叶指导、技术培训、现场交易……
回来后，夫妻俩吸取经验教训，分类收购
粽叶，成批运往外地销售。很快，生意走
上正轨，财富开始流进他们的腰包。

1997年， 夫妻俩各取名字最后一个
字，成立张家界康华实业有限公司，集粽
叶开发、收购、加工、销售、出口、种苗繁育
于一体。

村民采下山的粽叶， 会第一时间转
化为收入。“每公斤收购价是9元，六七十
岁的老人家一天就能采20多公斤。”在山
下从事粽叶收购生意的村民陈功宝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一年中，农民有4个多月
时间可从事粽叶采摘和粗加工， 到采摘
旺季，每人每天赚200元是常事。仅此一
项，当地农民户均年收入达2万多元。

五道水镇党委、政府因地制宜，把一
山山粽叶资源打造成富民产业， 不仅促
进了农民增收， 还带动全县粽叶产业发
展，已成为桑植县特色农业产业。

走进五道水镇芭茅溪村的启文农产
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粽叶加工车间，工
人们正在进行粽叶挑选、 捆扎、 分级、打
包，准备销往广东、福建等地。

“村民除了采摘粽叶获得收入，还可
在公司务工获得劳务收入。”公司负责人
袁启文告诉记者， 在公司务工的当地群
众有60多人，人均月收入超过2000元，他
每年支出务工工资达120多万元。

而从五道水镇“发迹”的康华公司，按
照“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打造出保鲜
粽叶、烘干粽叶两大品牌，推出工艺粽叶、
粽叶香粉、粽叶香精等10多个系列产品，
已在全县18个粽叶资源丰富的乡镇建立
原料供应基地，年产粽叶5000多吨，是全
国最大的粽叶生产基地， 产品热销20多
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到日本、美国及
东南亚。2017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1亿
多元，带动9万多名农民人均年增收1000
元以上。

五道水镇做大做强粽叶产业

箬叶出山涧 苦尽清香来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记者 何金燕）近日，“2018丝绸
之路工商领导人（张家界）峰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
本次峰会以“开放的新时代、发展的新平台、美丽的新湖
南”为主题，邀请80多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约
400位嘉宾参会，包括开幕式、主旨演讲、七大平行论坛、
签约及成果发布等10余项主要活动， 将于10月16日至17
日在张家界隆重举行。

自2016年陕西省西安市首次举办峰会以来， 已经成
功举办2届，今年是第3届，也是首次离开古丝绸之路起点
城市，深入到内陆腹地城市办会。峰会选在张家界举办，
目的是发挥张家界的自然禀赋、 生态文化和旅游经济优
势。借助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的国际资源，湖南“一带一
部”的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的顺利实施，助力湖南打造“一带一路”的重要腹
地和内陆开放的新高地。

近年来，张家界不断深化国际旅游文化交流，已与13
个国外城市建立国际友好合作关系。在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丝路驿站，赴东南亚、欧美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友好交流。2017年，张家界接待中
外游客733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62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和22%，接待了来自世界10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

2018丝绸之路工商领导人
（张家界）峰会10月16日启幕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张兴国
杨万里）10月2日，永州市零陵区举办的首届“赶闹子文化
节”和“千古芳华看今朝”零陵古城首届旅游形象大使选
拔活动，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和市民观看。同日，由该区主
办的“问道潇湘源” 国学讲坛在永州八景之一的蓣岛举
行， 大批国学爱好者聆听了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
究院院长朱汉民等国学大师的精彩演讲。

零陵区为丰富国庆期间群众文化生活， 让广大群众
在节假日期间品赏到喜闻乐见的文化大餐，釆取群众编、
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等办法，从中秋节开始至10月7日
举办为期13天的“欢乐潇湘、情满零陵”等“七大”国庆文
化娱乐活动。区电影公司国庆期间在边远山区村、扶贫村
免费巡回放送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50多场。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古城观光
游玩。据统计，国庆前两天，来该区旅游人数达20多万人
次，比去年同期实现翻番。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胡子贵 张明子） 红似火、 黄如
金、白胜雪，万紫千红、争奇斗艳。9月29
日上午，随着2018中国临湘首届菊花文
化节大幕徐徐拉开，我国中部最大赏菊
基地———40万平方米的临湘菊博园，向
蜂拥而来的游客亮出迷人的芳姿。

临湘市近年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按下了传统粗放农业向生态观光农业转
型的快进键。 桃林镇作为湖南省经济百
强镇， 一度以烟花爆竹为支柱产业，
2017年全部关停17家烟花爆竹企业。此
后，临湘市依据桃林镇区位交通、产业基
础等因素，决定筹资2.3亿元，规划建设
总面积1300亩的桃林镇田园综合体。

临湘菊博园是桃林镇田园综合体的
首期工程，位于桃林镇畈上村，紧邻京港
澳高速桃林出口，占地600亩，由临湘市
湘美建设开发公司与南京农业大学中国
菊花基因库合作开发，全力打造国内知名
的功能性菊花研发基地和菊花休闲观光
基地，着力推出精品菊花玻璃展厅、传统
菊花展示池、精品菊花盆栽区和菊花基地
四大板块。 目前已完成投资2300万元，
1300个品种300万株菊花次第绽放。

临湘菊博园开园当日，共吸引长沙、
武汉及周边地区约6万名游客前来观
光。继“钓旅”“竹旅”“茶旅”之后，“菊旅”
即将成为临湘休闲旅游产业的另一张新
名片。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毛德

近日，在涟源市白马镇咸秀村的会议室里，一场公开
招标会正在进行。

村办公楼下，村务公开栏上，贴着“咸秀村安全饮水
工程招标公告”。招标现场，在验明施工资质和自备资金
后，随机抽签决定投标人。村民刘忠贤幸运中标。整个过
程，白马镇纪委、财政所、经管站、规划站和水利站相关负
责人， 以及咸秀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刘建江和村民代
表全程进行了监督。

“凭着自己的施工资质和抽签运气中了标， 我很高
兴。”中标后，村民刘忠贤说，他常年在云南从事水利工程
项目建设，听闻村里的安全饮水工程要公开招标，特意赶
回来的。

这是涟源市规范村级工程项目建设的一个场景。如
今，涟源市547个行政村的工程建设项目全部实行“阳光”
操作。

去年7月，该市出台了《涟源市村级工程建设项目管
理办法（试行）》，以往处于制度“真空”的村级工程建设项
目，现在都要请群众参与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先由
村支部委员会提议，村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商议、党
员大会审议、再由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然后将
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以前村里的事情，我们村支两委几个人商议决定即
可，随意性很大。现在都要按规定来，做到全部公开透明，
我们更好干事了！”涟源高新区人和新村支书殷曙光说。

“去年，我镇实施了41个涉及1240万元的村级工程项
目,全部按新的规定执行,没有引发一例信访问题。”涟源
市白马镇纪委书记肖铁桥说。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满长水）蓝蓝的天空白云飘，白云
下面花儿俏。9月30日， 在怀化市鹤城区
坨院街道山下村，玫瑰、马鞭草、芝樱缤
纷绽放，犹如花的海洋，上万游客参加了
山下花海快乐谷开园仪式。

山下花海快乐谷是湖南首个以综艺IP
为核心的乡村旅游项目， 由湖南同禾锦绣
文旅有限公司与怀化市交通旅游投资集团
公司联手打造，项目总投资8.2亿元，占地
总面积3500亩，拟分3期开发完成。一期开
发总投资2.2亿元， 景区500亩花海等主要

游乐项目已经完成。 鹤城区委书记熊安台
介绍， 该项目充分结合当地乡村文化与经
济发展，以乡村振兴和旅游扶贫为目标，以
田园风光和浪漫花海为生态基底， 以IP主
题乐园为核心，以休闲度假为延展，打造都
市家庭休闲的乡村田园综合体。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今年的柑橘卖完了，心里石头落了
地。”10月4日， 新田县门楼下瑶族自治
乡刘家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存上高兴地
说，他已向村委会递交脱贫摘帽申请书。

半个多月前，刘存上还一脸愁容。原
来，他家柑橘园开园采摘快一月了，总共
才卖出1000多公斤柑橘。因为园里马蜂
搞破坏，每天损失近300公斤柑橘。

刘存上今年61岁， 妻子胡美珊曾患
乳腺癌，体弱多病。为加快脱贫，前几年，
刘存上夫妇在邻乡柑橘园务工， 掌握了
柑橘种植技术。2016年， 刘存上夫妇在
新田县广播电视台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助
下，转包了40亩柑橘园。他们认真管理，
今年实现丰收， 可产柑橘2万多公斤。没
想到，柑橘园地处大山里，销售不出去。

刘存上的帮扶人———新田县广播电
视台工作人员黄新了解到这一情况，一
边在微信朋友圈、市县电视台发出《扫码
扶贫： 贫困户2万公斤有机柑橘盼买家》
的图文和视频，一边积极联系本地超市、
电商企业、水果专卖店等。

刘存上家的情况迅速传播出去，不
久，爱心人士主动上门采摘、购买柑橘。
刘存上向记者介绍， 大家上门采摘第一
天，就卖了1000多公斤柑橘。由于刘存
上的柑橘品质好、价格实惠，新田当地超
市、鲜果店和电商企业纷纷与他联系，线
上线下一起销售。 新田县佰惠连锁超市
还开设爱心义卖专柜， 并派员工和货运
车免费帮刘存上采摘、运货。

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刘存上家2万多
公斤柑橘销售一空。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云月塔上飘，江水塔下流。晨听鸟
语，夜闻花香。生活，好不惬意 !”金秋时
节， 湘潭人李建国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
样一条动态，引得大家连连点赞。

李建国所说的塔， 是湘潭市岳塘区
宝塔街道江边村的高峰塔(原名“宝塔”)，
而他正是这座塔的守护者。

高峰塔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 与同
时间修建的万楼，均是湘潭“倡文”的标
志性建筑。 修塔的初衷在于鼓励学子努
力学习，多出进士，以振地方学风。历经
数百年沧桑， 如今的高峰塔承载的不只
是有形的建筑， 它也是一种抹不去的历
史记忆，激励着一代代学子孜孜求学。

李建国自幼在高峰塔下长大，对这里
的一草一木充满着深厚的感情。 他希望有
更多的人认识和走进高峰塔， 让这座见证

了湘潭数百年历史的宝塔重放光彩。2010
年，他主动和村里联系，希望守护高峰塔。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家人并不理
解， 觉得这是一件费钱费力的事情。”李
建国说，后来，他带着几箱矿泉水和面包
在高峰塔住了10天，以示守塔的决心，家
人最终被他的执着所感动，不再阻拦。

李建国这一守就是8年。1957年出生
的他曾经过商、办过厂，如今，在弟弟的大
力支持下（主要是资金方面），他将守塔当
作一个光荣神圣的使命。国庆节前夕，李建
国带着记者走进高峰塔， 只见塔身七层八
角，高大巍峨，周边绿树环绕，丹桂飘香。

走在塔下， 到处可见古香古色的麻
石路， 并且有规则地铺排着1300余个石
磨，这些都是他自费从民间收购而回。问
其缘由，他笑答：“石磨石磨，好事多磨，
麻石也有翻身日。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无
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要退缩， 只有经

历风雨才能见彩虹。”
时光飞逝数百年， 李建国仍不忘高

峰塔的“倡文”初衷。在他和当地政府、文
艺爱好者的推动下， 如今的高峰塔是国
学基地、民俗基地、诗词创作基地，在传
承湘潭民俗文化的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
作用。在高峰塔，还经常举办“孝”文化活
动，树立起社会公益的形象。

现在，高峰塔日均游览量超过千人。
李建国又自愿当起了导游， 不厌其烦地
向每一位来访者讲述塔的历史。 他说：
“我虽不是文化人，但做的是传承文化的
大事，也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
事，一定要用心做好。”

“8年守塔路，我并不图什么，只是希望
把高峰塔打造成一个特别的地方， 让远方
的游子回家有个团聚的地方， 让在家奋斗
的湘潭人有个释放情感的去处。”站在塔顶
看着远方，李建国道出了他的心愿。

零陵古城“七大”文化活动嗨翻天
千古芳华看今朝

涟源547个行政村
全部实行“阳光”操作———

让村级工程“晒”在阳光下

300万株菊花次第绽放
桃林镇

放弃烟花种菊花

众多爱心人士热心相助———
贫困户2万多公斤
柑橘销售一空

白云下面花儿俏
鹤城区山下花海快乐谷开园

老百姓的故事 李建国：湘潭宝塔守护人

湖南日报10月4日讯（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尹旦警 刘湘容）走进美丽卧龙，体
验客家文化。9月30日上午，2018·株洲
（卧龙）秋季乡村旅游节在“中国最美休
闲乡村”茶陵县八团乡卧龙村举行，吸引
嘉宾和游客3000余人参加。 这是茶陵县
紧扣“建成湘赣边界中心县”发展目标，
实施“鹰击长空”全域旅游开发计划的一
次重大推广活动。

卧龙村位于茶陵县北端， 地处茶陵
第一高峰泰和仙山下， 与攸县及江西省
莲花县接壤。 境内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
立方厘米86000个。近年来，该村依托丰
富的自然资源、品牌资源和市场资源，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 大力发展以客家文化
为魂、自然风光为韵、村落民宅为形、生
态农业为本的乡村旅游， 被评为中国最
美休闲乡村。

目前， 卧龙村已建成一个集休闲度
假、旅游观光、森林康养、农耕体验、研学
旅行等于一体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这次
在卧龙村举办秋季乡村旅游节，是茶陵县
积极推进全域旅游、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
举措之一。整个活动贯穿“十一”黄金周，
除了“金秋登高”“静心洗肺”“客家民俗体
验”等传统项目外，还推出了“天下第一
菜———四星望月”等客家美食。

株洲（卧龙）秋季乡村旅游节举行
推出“天下第一菜———四星望月”

10月4日，宁远县冷水镇欧家村，游客展示在稻田里抓到的鱼儿。今年，该县发展以回归田园自然风光为主题的体验式乡村田园
文化休闲旅游，开发稻田养鱼6000余亩，国庆节期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抓鱼。 乐水旺 摄

田园美 抓鱼乐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0月 4日

第 2018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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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1040 936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751 173 475923

3 9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0月4日 第2018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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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3834549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4
二等奖 32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30 5308473
14 5301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854
87979

1424572
6561526

67
3433
56294
261011

3000
200
10
5

1514 22 23 2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