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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琼 李娜

“一定要注意苗距，早晚浇水。 ”10月
17日， 岳阳市君山区委组织部负责人来
到君山区良心堡镇慰问“银色人才”时，
81岁的段芬初老人正在蔬菜大棚里指导
莴笋育苗。 段老是该区聘请的24位“银色
人才”之一。 他笑着说：“我是‘80后’，重
阳节对我来说， 为村民传经送宝更有意
义。我要继续发挥余热，为社会贡献力量。”

乡村振兴急需人才。 作为农业大区，君
山区顺势而为， 充分发挥退休技术人才作
用，启动了“银色人才”(老年人才)工程，搭建
人才与项目对接平台，畅通“银色人才”留转
绿色通道，建立传帮带机制，鼓励技术创新；
精选16个农业产业基地， 由基地负责人主
动对接24位市、 区专家， 共同破解技术难
题。

良心堡镇悦来河村果蔬专业合作社种
植的大白菜一亩可收4000至5000公斤，这
种生态蔬菜产量多销路好，但由于不能打农
药，易得“双霉病”。 段芬初指导他们用食用
醋预防， 这个点子让合作社的果蔬越长越
好。 目前，合作社成员由最初的27人发展到
118人， 销售收入达800多万元， 实现利润
300多万元。

“今年的吊瓜收成好，价格好，明年还
要多种一些。 ”钱粮湖镇观音村老李一边
抢收瓜籽，一边向“银色人才”朱志平报告
收成情况。 观音村去年大面积种植吊瓜，
由于农户不懂技术、盲目喷洒农药，致使
吊瓜田里不结瓜，每亩损失近3000元。 今
年被区里聘为“银色专家”后，朱志平多次
下到吊瓜种植基地，发放《吊瓜栽培技术
要求》，科学指导农户施肥、治虫，成功解
决了虫害和不结瓜问题。

余热未尽献，老骥不偷闲。 在君山区
这片热土上，这批年均68岁的老人，放弃
舒适的生活，扑在田间地头，诠释着为霞
尚满天的真谛， 成为深秋一道亮眼的风
景。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邝岚

“又是九月九，重阳夜再聚首……”
10月16日，资兴市老年大学音乐教室里
传来一阵阵欢快的歌声，100多名学生
正跟着老师的节奏全身心练习。

这是老年大学学生们正在为重阳
节准备表演节目的场景。

学生中刚过完80岁生日的娄梦辉是
音乐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同时也是学龄
最长的学生。1994年退休的她，从2005年
入学至今，已经坚持13年，从不缺课早退，
被评为“老年大学十佳学员”。

“没有女儿们的支持，我不会有现在
的老年生活。 ”娄梦辉表示，她退休前是资

兴市林业局的会计，老伴去世早，她一手
把4个女儿培养成人，个个都上了大学。

“我们4姐妹成家后，对妈的照顾越来
越少，她一个人在家孤单又无聊。 ”三女儿
娄银芝说，送母亲去老年大学不仅有人相
互照应，还能让她找到生活的乐趣。

“以前整天面对着空荡荡的房子，半
天都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整个人都病恹
恹的。 ”娄梦辉说，“来了老年大学，老师同
学之间都是相互照顾，跟亲人一样哩。 ”

有了老师同学的关心陪伴，娄梦辉
又重拾起了以前唱歌跳舞的爱好，还新
学了电子琴，她的生活开始从枯燥孤单
走向丰富充实，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

娄梦辉像个长者一样关心班上的
同学。

谷亚模是娄梦辉音乐班的同学，去
年因查出肠癌退学住院。 娄梦辉知道这
个情况后，召集同学们开会讨论，最后
决定以班级基金会的名义组织捐款。

此外，娄梦辉还经常组织大家去看
望村里的贫困户，自发为贫困家庭送去
一些生活用品。 同时，他们也和资兴市
的爱心组织一起， 利用自己课堂所学，
给村里的留守儿童、 留守老人表演节
目，送去欢乐。

娄梦辉只是资兴市老年大学2000
多名学子中的一个代表。 资兴市老年大
学从创办之初的4个专业、5个班、213名
成员，发展到如今的23个专业、47个班、
2278名学员，2016年还被授予“全国示
范老年大学”荣誉称号。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蒲娟

“村里的年轻人真有心，重阳节集资
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这些‘老骨头’心
里暖暖的。 ”10月17日中午， 领了重阳礼
物、吃了“敬老宴”，80多岁的辰溪县潭湾
镇石牌村贫困老人谭世发由衷地说，“谢
谢后生伢们！ ”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 这天，石
牌村196名70岁以上的老年人欢聚一堂，
度过了一个温馨的重阳佳节。 而举办敬
老活动的经费， 是由村里的青年农民众
筹所得。

石牌村的年轻人90%在外打工，不
仅鼓了腰包，开阔了视野，也带来了文明
新风。农历九月初二，在深圳打工的青年
村民张小元提议， 年轻人捐资在重阳节

举办敬老活动，得到村民张杰、张世豪等
人赞同，得到村支两委的大力支持。

你1000元， 他500元……几人在微
信群里号召青年村民捐款， 很快收到40
多名村民捐款1.2万元。

重阳节这天，方小玉、姚春兰、张雨
等20多名青年早早起来， 为准备中午的
“敬老宴”当志愿者。

上午9时左右，老人们陆续赶来。 88岁
高龄的何玉桂老人瘫痪在床6年，儿媳妇张
桂英端屎端尿从不嫌脏喊累。 当张桂英用
轮椅推着婆婆走进活动现场时， 现场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
10时，敬老活动正式开始。 慰问了4名

贫困老人、10名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后，
村干部为全村70岁以上老人分别送上了重
阳节礼物。村妇女主任介绍了张桂英、杨金
寸、余春花、李湘燕4位贤孝媳妇的孝老事
迹，并现场进行了奖励，号召全体村民学习
她们的先进事迹。 在现场，4位贤孝媳妇还
为老人们洗脚按摩。

粉蒸肉、蛋卷、红烧肉、大白菜……
12时刚过，佳肴上桌，大大的20张四方桌
全席坐满， 老人们高兴地吃起了“敬老

宴”。 68岁的张太改老人乐呵呵地说：“今
天吃了两大碗饭，因为特别开心，所以吃
得多。 ”

捐资2000元的发起人张小元在深圳
务工没能来到现场， 他在电话中说：“举办
此次活动是为了庆祝九九重阳节， 营造爱
老敬老的社会氛围，使邻里关系更和睦，家
庭关系更融洽。 ”

此次活动一算账， 花了13500元。
“短缺的资金，由我们牵头的几个人想办
法解决。 ”牵头人之一张杰表示，这样的
活动要年年搞。

宜章举行农产品
产销对接推介会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罗徽 刘从
武）10月17日是我国第五个扶贫日， 宜章县在中夏广场举行农
产品产销对接推介会，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路，帮助当地贫困
群众脱贫。

宜章县是罗霄山脉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重点县。 近年
来，该县大力实施产业扶贫，积极发展脐橙、茶叶、生猪等种养
业，先后被评为全国农业（脐橙）标准化示范县、全国生猪调出
大县、湖南茶叶千亿产业十强县。 目前，全县建立农民专业合作
社210多个，联结农户10.1万户，种植脐橙、茶叶、油茶37.8万亩，
养殖生猪、牛、羊58万多头，家禽177万余羽。

在当天举行的农产品产销对接推介会上，该县共组织展出
皓山香油茶、和宜红茶、藏香猪、竹鼠等特色农产品30多个，引
来众多市民及70多家大型经销商前来采购。 其中，广州土里巴
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乐山亚太世贸进出口总公司等，与
该县相关农业企业、个体户现场签订1.3亿元的定购合同。

“好人榜”激发正能量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何云雄 蒋志全

诚实守信、助人为乐、孝亲爱老、勤劳致富……10月16
日，江永县桃川镇上洞村，10户“星级文明户”登上“好人
榜”，他们的事迹被村里广泛传颂。 当天，江永县委组织部20
多名干部，还来到这里开展“支部共建、助推文明乡风”主题
党日活动，分享好人们的故事。

54岁的周人瑞是榜上“助人为乐”之星，是村里的大忙
人，又是热心人。 哪家操办红白喜事，周人瑞少不了去帮忙。
他还倡议摒弃陈俗陋习，担当倡导文明新风传播者。 2017年
组里100多亩香芋受旱，周人瑞3天3夜穿梭在田埂上，帮助
大家浇水。 村里建活动中心时，周人瑞不仅出工出力，还带
头捐款捐物，在村里赢得好口碑。

王月秀也是一位上榜好人。 她婆婆83岁，瘫痪在床3年多，
三餐喂饭，每天擦澡、洗澡……她样样照顾细心到位。“每个人
都要老，这是做晚辈的责任，也是做给年轻人看的。” 王月秀说。
邻居有个80多岁的老人，她的儿子儿媳在外打工，独自与孙子
生活。 3年来，一老一少依靠最多的是王月秀。有好菜，王月秀不
忘与他们共同分享；眼看老人洗棉衣、洗被子拧不动，王月秀赶
紧丢下手头的活前去帮忙。 一天，邻居老人生病了，王月秀主动
承担起照顾两人吃喝起居的任务。

“不是只有惊天动地的事才值得宣扬，生活中平凡的好
人好事更值得传颂。 ”桃川镇相关负责人说，好人榜的意义
在于，激励越来越多的村民成为生活中最接地气的好人，形
成好民风、好乡风。 上洞村保洁员周十斤说：“这次我只差一
票，以后要继续努力，争取下次评上好人。 ”

据悉，桃川镇的好人榜每年评选2次，每次表彰好人10名。
好人由村民小组推荐，再由村民代表、全村党员、村支两委干部
投票产生。

� � � �君山区24位“银色人才”
活跃田间地头———

余热未尽献
老骥不偷闲

辰溪县潭湾镇石牌村农民为老人送礼物、设“敬老宴”，奖励贤孝媳妇———

“众筹爱心”敬长者

送妈妈上“大学”

� � � � 10月17日，长
沙市望城区高塘岭
街道湘江村， 村民
在观看表演。 当天
是重阳节， 望城区
在该村开展“党的
关爱暖人心·浓情
重阳敬老人”活动，
给现场300余位老
人送上欢乐。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欢度重阳

“空气罐头”卖得俏
炎陵神农谷半月售出200多瓶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张和生）位

于炎陵县神农谷的珠帘瀑布像一条白练飞泻而下。 瀑布下
方， 炎陵县神农洞天公司空气罐头负责人陈辉亮带着几个
人安装好机械，收集这里的新鲜空气，生产“空气罐头”。 10
月17日，陈辉亮告诉记者，“空气罐头”上市后受到热捧，半
个月已售出200多瓶。

炎陵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3.55%，境内山清水秀、空气清
新，获选中国“深呼吸小城十佳”。 神农谷是国家4A级景区，
这里负氧离子含量高，每立方厘米超过13万个，瞬间峰值可
达22.8万个，被誉为“亚洲氧吧”。

受国外一些地方卖空气的启发， 今年9月通过调研，炎
陵县神农洞天公司投资开发“空气罐头”。 工作人员每天根
据测试结果，选取空气最佳时段进入神农谷收集空气，经专
业处理，灌装成“空气罐头”。 目前，这款“空气罐头”已在神
农谷、炎帝陵景区设点销售，并在神农国家森林公园公众号
上进行网络销售。

据悉，550毫升装“空气罐头”每瓶售价28元，购买者主
要为前来炎陵旅游的老年人，他们喜欢这里的新鲜空气，希
望在家也能享受这种负氧离子含量很高的空气。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丁立君 张绍友

10月16日上午，记者来到汉寿县围堤
湖蔬菜基地，这里集中连片种植蔬菜5万多
亩，一眼望不到边。菜农们将一筐筐沾满露
珠的红菜薹， 逐一录入蔬菜质量溯源系统
后，搬到挂着外地牌照的货车上。大批特意
开车而来的游客， 在菜地里体验着采摘果
蔬的乐趣，对自动化播种、水肥一体化智能
浇灌、可视化种植管理等啧啧称奇。

规划引领，
构筑“一圈二园三带”

汉寿是全国蔬菜生产重点县、 省放
心菜生产基地， 已实行蔬菜规模化种植
20多年，有“北寿光，南汉寿”之称。

近年来， 汉寿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和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走“产
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的现代农业之路，蔬菜产业加速发展。如
今，全县蔬菜种植面积超过40万亩，年产
量超过120万吨、创产值16亿多元，占农
业总产值30%以上。

通过科学规划， 汉寿目前已构筑起
“一圈二园三带”产业发展格局，即环西

洞庭水生蔬菜产业圈， 围堤湖蔬菜主题
公园、思雅园高科技展示园，加工型蔬菜
产业带、有机特色蔬菜产业带、外销出口
型蔬菜产业带。

为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蔬菜
产业的积极性，汉寿以土地流转为杠杆，
推进蔬菜集约化生产， 并摸索出土地经
营权抵押贷款“汉寿模式”，发放蔬菜生
产贷款2000多万元。

据介绍，在蔬菜基地建设规模、集约
化生产程度、 专业合作组织水平与新技
术推广普及率、 信息化营销网络建设等
方面，汉寿均走在我省前列，成为南方绿
色蔬菜生产领航者。

科技领航，
生产实行“五统一分”

由蔬菜大县向蔬菜强县跨越， 离不
开科技的有力支撑。

汉寿先后实施“人才优先”“园区提
升”“品质保障”战略。 与湖南农业大学、
省农科院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建立了
湖南文理学院健康生物产业研究基地及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 先后引入省及常
德市蔬菜科技特派员7人、具有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人才10余人， 实现科技服务无

缝覆盖。 同时，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支
持和鼓励蔬菜产业做优做精。 对重点园
区企业、合作社，加强设施建设，形成集
现代化设施栽培、 标准化生产于一体的
绿色、精细、高效生产模式。

为确保蔬菜品质， 汉寿瞄准国内外高
端市场蔬菜安全标准，对蔬菜生产实行“五
统一分”，即统一种苗供应、统一农资采购、
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品牌包装、统一集中销
售和分户管理，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关。

同时，强化“三品一标”认证和质量
监管。 目前，汉寿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认证的蔬菜基地已有8.95万亩。 并建立
起较完善的县、乡、市场、基地四级检测
体系，实现日常检测与例行监测相结合，
保证从农田到餐桌蔬菜质量安全。

产业融合，
巧打“农业+”组合拳
10月16日中午，在汉寿株木山街

道韩文村思雅园生态农业产业园，记
者看到， 前来体验蔬果采摘乐趣的游
客络绎不绝。这里原本以果蔬育苗、高
效种植为主，近年来，园区致力发展乡
村休闲旅游， 又推出生态餐饮和观光

采摘等项目，走上产业融合发展之路。目
前， 该园已和几十家旅行社签订合作协
议，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依托蔬菜种植，汉寿巧打“农业+”组合
拳，推动乡村振兴、村民致富。 在思雅园生
态农业产业园，务工人员70%是当地村民。
65岁的张昌龙将自家10多亩土地流转给
园区后，年租金收入有7000多元。 他和老
伴在园区苗木部上班，一年能赚7万余元。

值得一提的是， 设在辰阳街道围堤
湖的汉寿蔬菜产业园，一期规划面积280
亩，在发展绿色生态食品生产的基础上，
努力创建大型农耕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目前，园内景观大道、蔬菜文化广场、蔬
菜创意馆、院士科研基地、试验大棚等项
目已相继完工，蔬菜产业正从传统“种植
+加工+销售”升级为“种植+加工+展销
+教育+旅游”的新型产业链，更好实现
一二三产业融合可持续发展。

蔬菜种植面积超40万亩，年创产值16亿多元，占农业总产值30%以上———

“南汉寿”,绿色蔬菜鲜万家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2972607
1 1579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08
888
7447

4
22
196

227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043
86721

403
218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0月17日 第2018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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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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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0 月 17日

第 2018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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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4 1040 1886560

组选三 1333 346 461218
组选六 0 173 0

5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