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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7日讯(李寒露 鲁融冰
许文丹)常德市桃源一中最近给每个学生
食堂就餐卡充值100元， 原因是上半年猪
肉价格下降， 食堂出现盈利。“保本不盈
利”、盈利退学生，这是常德市开展学生食
堂专项整治以来出现的新现象。

据了解，今年秋季开学后，常德市按
照省有关部门部署，全面推进中小学学生
食堂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严查基础教育领
域“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严禁使用假冒
伪劣食材，严禁学校以任何方式从学生食

堂盈利，让学生吃得好、吃得安全，确保学
生身心健康。

为了把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抓出成
效，9月初， 常德市召开专门会议， 按照
“纠建并举、标本兼治”原则，明确了目标
任务。该市各县（区、市）和市属学校均建
立了专项整治工作机制。 各地对标整治
工作实施方案，全面开展自查自纠。每个
县（区、市）选取不同层次的4所学生食堂
进行重点“解剖”，深查是否存在违纪违
法行为。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协调当地发

改、财政、审计、食药监等职能部门，开展
明查暗访。市专项整治办采取挂牌督办、
随机抽查等方式， 加强对各地各学校自
查自纠、线索办理、执纪问责等情况的督
导检查。

专项整治中， 常德市中小学学生食
堂问题专项整治办公室派出多支督查小
组，深入城乡中小学食堂，采取暗访、查
阅账本和与相关负责人谈心谈话等方
式， 检查有没有采购伪劣食材， 以及挤
占、挪用、贪污学生伙食费与食堂经费等

行为。
目前，常德市各地各学校已基本完成

自查，全面进入自纠阶段。全市累计发现
问题近80个，已查结22个，立案5起，追缴
违纪资金6万余元。 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教
育局纪检监察组负责人表示，对检查发现
及群众举报的问题线索，将及时予以严肃
查处。在全面整治后，对仍然存在违纪违
法问题的，将一律从严从重处理学校校长
及相关责任人，并追究相关单位主体责任
和监督责任。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彭桂平 黄明强)11月6日下午，在
南县一中3D打印机器人活动室里，高三学
生吴时雨正在组装机器人。吴时雨热爱科
技创新， 他看到农村一些地方沙荒地多，
依据土壤改良机理，发明了一种可用于沙
荒地掺土、 粘土地掺沙的土壤改良机器
人。9月15日， 在第十届国际发明展览会
上，这一创新项目获得金奖。

近年来， 南县一中抓好科技创新教
育， 打造科技特色示范学校。2015年9月，

该校成立科技创新教育领导小组，并建立
了学校有顾问团、年级有辅导员、班级有
专(兼)职教师的科技教育师资队伍。学校
每年有计划地安排科技教师和辅导员参
加进修和培训，并定期邀请相关教育专家
来校指导。同时,不断完善硬件设施，2016
年投入近600万元建成科技展览室、3D打
印机器人活动室和智能化教室，今年又投
资500万元修缮学校科技馆等，高标准、高
规格的科技创新生物园也在筹建中。

为激发学生科技创新的热情，南县一

中设计了新型科技教育课程体系，把发明
创新课安排进学校课程，将科技教育活动
纳入班级管理，在学生中建立科技社团与
兴趣小组，开展小发明、小制作、小实验等
活动，并组建跨校创新联盟，成立了师生
专利申请小组，逐步构筑起“科技特长生”
成长通道。 对科技创新中表现突出的教
师和学生，给予重奖。

目前， 南县一中学生科技作品共获
国家级以上奖励19项、 其中金奖超过10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8项，获省级奖100余

项。2016年以来， 该县先后被评定为省中
小学科技创新教育基地、省中小学知识产
权教育试点学校、省中小学创客教育基地
校、第十四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科技
发明示范基地等。

� � � �刘春华与丈夫文建国带着全部
家当回湘阴创业———

夫妻同心
鸭蛋变金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彭柳

10月30日，秋阳高照，记者走进湘阴县静河镇金
鸡村的湖南艺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嘎嘎”
声此起彼伏，一群群鸭子在水塘里嬉戏。

“基地喂养的麻鸭是从攸县引进的品种，它食量
小、产蛋量高、抗病力强，市场销路好。”公司董事长刘
春华介绍，公司喂养了4000多羽麻鸭，每天产蛋200
公斤左右，仅这一项年收入可达30余万元。刘春华，湘
阴县岭北镇沙田村人。在娘家，她放过鸭；嫁到省城
后，办过皮蛋加工厂。1988年，她与丈夫文建国在长沙
成立了春华皮蛋加工厂。

2006年，媒体曝出部分鸭农在饲料中添加工业色
素———苏丹红四号，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民以食为
天，食以安为先。”刘春华夫妻俩带着产品参加省农博
会时说：“我们要做良心企业，让消费者吃得放心！”

“我生在农村，家乡才是我的根，那里才有我的梦
想！”2011年，刘春华卷起铺盖，和丈夫文建国回到娘
家湘阴。当时，家人并不赞同她的想法，认为是在瞎折
腾。正当刘春华犹豫时，文建国说：“我永远支持你！大
胆去实现你的‘田园梦’吧！”

那年秋天， 刘春华在静河镇金鸡村流转土地550
亩，投资近800万元，创办了湖南艺苑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新建鸭舍，整修山塘，硬化村组道路，栽植花草树
木，建设了一个“鸭+鱼+稻+林”的田园综合体。

夫妻同心，鸭蛋变金。夫妻俩辛勤耕耘、悉心呵护的
公司基地里，27000株樱花和12000株丹桂次第开放，
8700株红叶石楠生机勃发，13万羽水鸭尽情嬉戏……
刘春华说，文建国是城里人，白净、儒雅，在湘阴摸爬
滚打7年后，成了一个地道的庄稼汉。

“他们夫妻是好人，手把手教我们养殖技术，连销
路也帮我们找好了。” 金鸡村贫困户方岳林对刘春华
两口子也很是感激。今年，他养了500羽鸭，增加收入4
万元。刘春华介绍，公司采用“基地+农户”经营模式，
先后与村里160多户农户签订产销合同， 为养殖户提
供选种、鸭苗、技术等服务。

“刘春华养的鸭子吃的是基地种的大米，味道好、
口碑好、销量好。鸭粪又可以用来养鱼肥田。”静河镇
党委书记王献平说，在刘春华夫妇的带领下，金鸡村
的村民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通讯员 孟春绒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不怕车子没油，就怕勺哈逢场。”这
是以前从209国道永顺县灵溪镇勺哈村路
段过往司机的口头禅。

11月5日，又逢赶场。一大早，记者驾
车来到勺哈集镇，以往摆在公路两边的瓜
果蔬菜等不见了踪影， 灵溪镇武装部部
长、 勺哈片区负责人向亚明告诉记者，原
来的“马路市场”再也不会有了，村民们赶
场有了新地方。

新市场造就新景观
跟在一群背着背篓来赶场的大姐后

面，记者来到了勺哈农贸市场。蓝色的屋
顶下，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市场按商品种
类分为成衣区、蔬菜区、肉食区、水产区及
杂货区等，近80个摊位上琳琅满目，场内
井然有序。

勺哈村位于永顺县西北部， 辖5个村
民小组，248户1361人， 距县城仅11公里。
自上世纪60年代起，农产品沿公路摆放进
行交易，赶场逐步形成，并约定阳历逢5和
10为赶场日。

勺哈马路市场一直保留至今年10月
25日。

“现在赶场就方便了，雨天到干处，晴
天到阴处。买东西的人也方便了，不用担
心背后的背篓会被车挂到，宽敞又安全。”
在蔬菜区，张红英大姐一边忙着招呼前来
买菜的乡亲们，一边笑呵呵地说着新市场
的好。

当地人说，勺哈村马路市场几十年来
日晒雨淋，天气好，赶场能持续到上午11
时，天气不好，早上9时多就散了，遇到暴
雨天气，根本赶不了场。

自今年10月25日搬进新的农贸市场
后，赶场的时间明显增加，中午12时后仍
有村民走进市场购物。

搬进农场市场后，堵车这一“老大难”
问题迎刃而解。拆除违章建筑、清理出店经
营、乡村美化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一幅美丽乡村的画卷正在勺哈徐徐展开。

新班子激发新动力
今年初，勺哈村党支部因班子凝聚力

不强、党员后备力量缺乏等原因，被县委
组织部定为软弱涣散党组织。5月中旬，镇

党委对村级班子进行调整。 听到这个消
息，一心想建设家乡的王承奎放弃在吉首
市月收入近万元的出租车生意，参选村支
书并顺利当选。镇党委也给予支持，选派
了年富力强的向伟凌担任村第一书记。

“缺什么就补什么。”班子不团结，向
伟凌和王承奎就逐个找村干部谈心，把党
员干部的思想统一起来，把他们的心凝聚
起来。

如今，村里的大小事务，村干部和党
员们都率先垂范。 特别是近两次赶场，村
干部和10余名党员代表坚持凌晨4时许起
床，等候在市场里，为前来赶场的经商者
和群众服务，不要一分报酬。

63岁的老党员王昌干在城里带孙子，29
日晚就回到村里住，30日凌晨和大家一起佩
戴着执勤袖章出现在市场里。他说，今年来，
自己之所以愿意投入到建设勺哈的队伍中
来，也是被村级班子的务实作风所感动。

新作为引领新风尚
今年7月15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察委主任
邓为民一行来到勺哈村调研，为勺哈村把
脉会诊。邓为民分析，勺哈村现有问题的
原因在于村务、财务不公开不透明，解决
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及时，致使群众对村支
两委不信任、不满意。

对症下药方可治病。7月底，勺哈村村
权监督月例会首次在勺哈召开。勺哈村把
在村权监督群里收集的问题， 集中会办，
对党务村务财务进行公示公开。 有问题，
干部和群众面对面解决。

村权监督月例会深得群众好评，勺哈
村更是敞开大门，凡是有问题要提的村民
都可参会。

小河口修建了河堤，市场旁新建了公
共厕所， 新的村级服务中心正在装修，安
全饮水工程正在实施……村里的变化，村
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会议室的大门敞开之后，随之敞开的
是村民的心门。9月中旬，在村权监督群里
得知村干部晚上11时还在会议室加班，远
在珠海务工的英子联系勺哈的一家超市，
为村干部每人送上一桶方便面。

慢慢的，“监督群”变成了“连心群”，在
群里反映问题的人少了，问好、说感谢的人
多了，主动参与村级事务的村民也多了。

扁担变快递
一键卖香姜

双牌5万多亩虎爪姜“触电”俏销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林

云 唐雯)11月7日， 记者在双牌县上梧江瑶族乡盘家
村电商服务站看到，瑶胞们忙着分拣虎爪姜，快递到
大江南北。该村虎爪姜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盘石海开心
地对记者说：“以前卖姜肩膀挑，现在快递卖得俏!”

双牌产出的姜形似虎爪、 肥圆饱满而得名“虎爪
姜”，是经过该县一代代姜农种植选育而形成适合山区
种植的独特优良品种， 全县常年种植面积5万多亩。然
而过去， 由于虎爪姜的产地在大山上， 姜农们各自种
植，依然沿袭每逢赶集日到集市零售，或批发给小商小
贩的销售方式，信息不畅、销售渠道单一导致虎爪姜时
常贱卖、滞销。上梧江瑶族乡社江源村瑶胞龚大国说，4
年前，眼看着虎爪姜烂在地里，大家都不愿意挖。

2016年以来，双牌县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引导广
大姜农成立合作社，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生产，
广大姜农纷纷按照无公害食品订单的要求，组织生产
管理，并积极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加快双牌虎爪
姜“走出去”。仅10月24日以来，该县电商平台销售虎
爪姜30多万公斤， 每公斤售价同比去年高出20%，销
售额达240多万元。龚大国向记者介绍，今年全村种姜
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600亩，却不愁销，每亩纯收入
可达1万多元。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刘卫华）“没想到，我在‘政协云’上
提出增设公交车移动支付功能的微建议，
不仅得到了回复，10月底还变成了现实。”
11月7日， 娄底市政协委员李志鸿通过扫
码乘坐公交车后感慨地说。

娄底市政协着力用好用活湖南省政
协系统“云平台”，动员、引导市政协委员
按照“一事一议”原则，围绕事关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具体诉求、具体困
难， 以每条一般不超过200字的篇幅提出
微建议，开展微监督。对于属市级层面办
理并适宜受理的微建议， 由市政协在3个
工作日内通过绿色通道转交市长信箱，相
关部门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办理并回复。

娄底市政协委员戴文彬发现城区金
谷市场南门经常有占道经营、堵塞交通等
情况，提交了一条微建议。该建议经转交

后，娄底市城管部门对这一区域的流动摊
贩进行集中整治，劝导入市经营，并安排
专人值守，防止问题反弹。戴文彬说：“作
为一名政协委员，自己的微建议推动改善
了微民生，心头就有了更强的责任感。”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政协委员共提交
微建议82条，推动解决了一批有关城市建
设与管理、社会治安、医疗养老、生态环保
等民生问题。

刘雯“零片酬”
为家乡代言

零陵城市宣传片首发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见习记者 蒋

茜 通讯员 胡纯亮 单建华 )11月7日，
永州市零陵区首部城市形象宣传片《潇
湘从这里开始》， 在新零陵客户端震撼
首发。据悉，该宣传片由国际超模刘雯
代言。

《潇湘从这里开始》由零陵区委区
政府策划，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孙曾田
任总导演、原央视导演刘瑞华任执行导
演倾情打造，1988年出生零陵区的刘雯

“零片酬”代言。拍摄景点包括朝阳岩、
香零山、东山文庙、柳子庙、萍洲书院、
零陵古城等。片中 ,她作为零陵游子和
自己成长的山水人文进行了一场超越
时空的对话， 通过唯美精致的画面,给
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宣传片发布后立即成了网络爆款，
不到一天时间，新湖南和新零陵客户端
的点击量就达到了100万，零陵区官方
微博、微信公众号的点击量也由于刘雯
的转发突破了230多万次。 刘雯更是在
第一时间转发并送上美好祝愿，“我那
美丽的家乡，祝福越来越美。”

近年来，零陵区打响“旅游升温”战
役，全力塑造“零陵古城”“进城”“下乡”

“入水”等旅游品牌，为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打下了坚实基础。 未来几年，
零陵区计划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2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目标80亿元，使旅
游业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吃得饱吃得好吃得更安全
常德推进中小学食堂专项整治

小发明小制作藏着大创意
南县一中学生科技作品获国家级以上奖励19项、省级奖100余项

老百姓的故事

勺哈观“新”

娄底用活“政协云”助力“微民生”

11月6日， 道县祥林铺镇脐橙基地， 果农在采摘脐橙。 近年来， 道县坚持做大做强做优脐橙产业， 目前全县共开发脐橙基地
19.6万亩， 1.6万名农民从事脐橙产业。 蒋克青 摄

脐
橙
熟
了
果
农
乐
了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1 2017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57
569
5961

1
12
145

2312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047
74286

267
183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11月7日 第2018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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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841 元
09 0212 13 16 25 26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1月 7日

第 2018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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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1040 3130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14 173 192722

3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