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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勇平 许求）“铁山库区山多地
少，但土质富含矿物质，很适合种植菌类
作物！”11月26日，岳阳县驻村帮扶工作队
第一片区片区长邓海洋被县驻村办安排
到第二片区传经送宝。 经过前期调查摸
底，他提出的建议受到第二片区驻村帮扶
队员的欢迎。 岳阳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
部长姜其胜称：“我们对驻村帮扶工作队
实行片区管理，实现了帮扶效益最大化！”

今年， 岳阳县选派151个驻村帮扶工
作队，对全县46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和105
个非贫困村，实行“一村一队”全覆盖。 同
时，将驻村帮扶工作队分为5个片区，将管

理触角延伸至乡村每个角落。县驻村办在
每个片区安排1至2人联片，每月由联片人
根据实际情况列出重点工作清单，下发至
各片区落实。各片区长和资料员定期掌握
辖内工作队的落实情况、跟踪指导，并对
疑难问题汇总后向县驻村办反馈。驻毛田
镇珠港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邓海洋兼任第
一片区长，连续驻村3年，经验丰富，县驻
村办经常组织各片区工作队到其驻点村
取经。月田镇铁山湖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李小明，初次接手经验不足，片区负责
人曹其勇主动前去指导，很快使李小明熟
悉了驻村帮扶工作方法。

片区管理密切了驻村帮扶工作队之

间的联系，把一家经验变成众人技能。 截
至目前， 该县5个片区通过片区例会解决
扶贫政策业务方面疑难问题200余个，向
县乡提供相关工作建议或信息100余条，
解决实际问题100多个。

在片区管理模式推动下， 该县驻村帮
扶工作队今年引领发展红薯、香菇、水果、
冬枣、稻虾等特色种养3.1万余亩，带动3250
户贫困户增收，户均增收4000多元。驻村帮
扶工作队还借力网络销售平台， 让特色农
产品走出“深闺”，如新墙葡萄、步仙香菇、毛
田月田红薯等一批名优特新农产品， 成为
网上“新贵”。 该县今年可实现6000余名贫
困人口脱贫、17个贫困村摘帽。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刘相知 阳程杰）11月26日
上午9时，衡东县大浦镇三才村“蛙稻”生
态种养扶贫示范基地，一辆印有“供销帮
农”标识的物流货车停靠在仓库前，负责
人苏文平正在组织村民将一袋袋生态米
装上“供销帮农”物流车，销往长沙、衡阳
等地粮食贸易市场。

今年基地生产的7500公斤生态大
米，全部通过“供销帮农”电商服务站销
售， 金额达12万元。 苏文平告诉记者，现
在，农产品再也不愁销路啦。

衡东县有17个乡镇256个村，建档立卡
省级贫困村33个。以前，农户种养的黄贡椒、
南瓜、土鸡等农副土特产品，只能到当地集
贸市场销售，费时费力，还卖不到好价钱。

近年来，衡东县委县政府大力发展农
村电子商务产业， 出台系列电商帮扶举
措。 今年初，县供销合作社投资200多万
元， 成立衡东禾信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创建“供销帮农”电商扶贫平台，帮助
农户销售农产品。 并为群众提供就业信
息、便利生活缴费、快递代收代送等20项
帮农服务。目前，该县已在大浦镇青鸦村、
三才村和吴集镇江山村等33个省级贫困
村，建设“供销帮农”电商扶贫站。

针对部分农户农产品滞销的情
况，今年3月，“供销帮农”电商平台专
门组建营销团队，走村串户，收集农户
生产的农产品供需信息， 通过线上线
下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 11月中旬，杨
林镇湾头洲村柑橘种植大户朱海平的

果园喜获丰收，产脐橙6万多公斤 ,其中，
近3万公斤脐橙没有签到销售订单。 朱海
平及时向“供销帮农”寻求帮助。该平台利
用自身优势，不到一个星期，就帮助销售
脐橙1万多公斤。

“供销帮农”平台运行以来，共帮助农
户代销黄贡椒、脐橙、生态米、贵妃鸡、香
猪等农副土特产品达1200多万元， 带动
500多名农民就业，人均年收入2.5万元左
右。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良心凉粑’来了。 ”11月27日上午，
祁阳县文明铺镇集市，不少从县城、周边
乡镇慕名而来的人，见该镇居民钟苏华来
卖凉粑了，大家纷纷购买上好几盒。不到1
小时，凉粑就卖光了。

凉粑是祁阳当地群众喜爱的一种小
吃，为何钟苏华的凉粑这样走俏？ 大家告
诉记者： 一是因为钟苏华做凉粑用料实
在，口味纯正，多年如一；二是钟苏华的凉
粑10多年没加过价， 也没减少过分量，只
卖1.5元两个，被大家誉为“良心凉粑”。

钟苏华今年41岁，做凉粑19年。当年，
钟苏华从父亲手上传承下做凉粑的这门
手艺，从此，她坚持选用上好的糯米，严格

8道制作工序。 首先浸泡糯米4个小时，再
把糯米打磨成汁， 然后用纱布包住糯米
汁，沉淀7个小时。

每天凌晨2时，钟苏华准时起床，把沥
去水分后的糯米粉蒸4个小时， 再把糯米
粉制作成型，中间包入用白糖、芝麻、薄荷
油做的馅料。

钟苏华严把凉粑质量关的故事被大
家津津乐道。 去年端午节，大家左等右等
不见钟苏华来卖凉粑。 后来才得知，头一
天，钟苏华临时有急事外出，委托邻居浸
泡糯米，邻居不明就里，把钟苏华挑选出
的品相差的糯米也浸泡了进去。等钟苏华
发现时，为时已晚，其实还是可以吃，只是
口感差一点。 但钟苏华想都没想，把蒸好
的糯米粉送到猪场喂了猪。 她说，我们家

几代人做凉粑赢得的好名声，不能毁在我
手里。那天，大家没吃上钟苏华做的凉粑，
却更加信任她。

近年物价上涨， 加之做凉粑过程繁
琐，又苦又累赚钱少，做凉粑的人在减少。
钟苏华也曾有过外出打工的想法。但看到
大家吃到这种熟悉味道的高兴劲，这种念
头也就打消了。

现在，钟苏华每卖一个凉粑只能赚两毛
钱，她也曾经在别人的劝告下，动过涨价的
念头。但她看到来购买凉粑的都是街坊邻居
和回头客，不自觉地把话咽了下去。

其实，钟苏华坚持做凉粑还有一个重要
原因：这些年，她见做凉粑的人越来越少，她
觉得不管赚钱多少，自己都有义务把这门养
育自己家几代人的手艺传承下去。

文创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铜官窑古镇杯”
文旅创客大赛颁奖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谢璐）长沙窑陶器残片利
用3D打印技术重生为台灯， 中华陶瓷文化结合电脑编程成
为时尚手游， 湖南名小吃臭豆腐化身为便携式充电宝……
今天下午，“锦绣潇湘·快乐长沙”2018“铜官窑古镇杯”文旅
创客大赛颁奖典礼在长沙铜官古镇举行， 一件件体现着湖
湘文化的文创作品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眼球。

本次文创大赛以湖湘文化、铜官窑陶瓷等为创作元素，
于今年6月启动，历时4个多月，得到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
学、湖南工艺美术学院等省内10余所院校，以及长沙、株洲、
岳阳、自治州等市州近百家文创企业积极响应，也吸引了来
自台湾实践大学和杭州、大连、广州等地专业团队关注，共
征集到1300余件参赛作品，囊括特色民宿、非遗手作、时尚
食品、服饰家纺、创意工艺品、数字产品等。 经过初赛、复赛、
网络票选等环节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前10强。

颁奖典礼上， 大赛主办方为获奖团队颁发了总价值超
200万元的“奖金+场地+政策”大礼包，并配套了落地运营扶
持资金和新华联铜官窑古镇落地商铺经营权， 正常经营满
一年的将得到望城区旅游产业扶持资金扶持， 有力助推文
旅“金点子”落地发展。

本次大赛由省文化和旅游厅、长沙市政府指导，长沙市
旅游局、望城区政府主办。

2018黄龙音乐季
荣获博鳌旅游大奖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邓道理
邓茵）11月25日，在第三届博鳌国际旅游传播论坛颁发的国
际旅游传播大奖———博鳌旅游奖中，2018黄龙音乐季荣登
年度节庆活动榜榜首。 据了解，全国共有10个节庆品牌获得
这一殊荣，2018黄龙音乐季是我省唯一入选的节庆活动。

2018黄龙音乐季于今年8月5日至8月30日在世界自然
遗产地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举办，由武陵源区政府、张
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主办， 黄龙
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承办执行。 本次音乐季包括钢琴
艺术周、声乐艺术周、合唱艺术周三大活动，设475个奖项，
总计488.5万元艺术发展资助金。期间，黄龙音乐季共吸引了
1万名海内外音乐爱好者直接报名参加，带动了10万人前来
张家界武陵源“跟着音乐旅行”。 特别是活动开幕式上全球
首创的“峰林音乐会”，让世界最顶级的山水邂逅最唯美的
音乐，引得3.5亿人次通过电视、网络收看这一壮阔场面。

“让世界听见，让世界看见！ 力争用5至10年，把黄龙音乐季
打造成中国的‘爱丁堡艺术节’、音乐的世界杯。 ”黄龙音乐季创
始人叶文智先生介绍，2018黄龙音乐季以其独特的风格， 对诗
和远方、文化与旅游、音乐和张家界进行了深度融合，产生了巨
大的媒介影响力、经济影响力、文化影响力。

黄龙音乐季诞生于2016年，以“竞技、教育、快乐”为宗旨，
每年8月的第一个周末在张家界武陵源黄龙洞景区举办， 是目
前国内最具观赏性的大型音乐展演、比赛、交流活动。

集白石之作 归湖湘故里

132件齐白石真迹亮相湘潭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见习记者 肖畅）今天，以“故里

山花此时开” 为主题的齐白石原作回乡展在湘潭市博物馆
拉开帷幕，88套、132件齐白石真迹惊艳亮相。

两幅《和平鸽图》齐登场、《桂林山水轴》《兔桃轴》《松鹤
图》 让人耳目一新……本次展览的齐白石原作主要来自北
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北京画院、湘
潭市齐白石纪念馆以及湘潭市博物馆， 其中有20多幅齐白
石真迹是首次公开展出。

展览分成“太平湘上最难忘·乡居”“十载关门始变更·
变法”“幽燕乌鸟动乡愁·怀乡”“已卜余年享太平·辉煌”4个
章节。 通过图文展板、作品实物、多媒体影像、空间造景等形
式，讲述了齐白石早年乡居生活的恬逸、衰年勇于革新的魄
力、 客居京华心系故土的乡愁以及大器晚成垂暮之年的辉
煌，全方位、多视角呈现了这位“人民艺术家”从木匠到画匠
终成艺坛巨匠的传奇人生。

集白石之作，归湖湘故里。 此次展览是迄今为止齐白石
作品最大规模的回乡展，将持续到2019年2月26日。

炎陵发展
品牌农业助农增收

已有50个农产品获
“三品一标”认证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张和生 段骁）11月26日， 炎陵县中
村瑶族乡龙凤村神农峰茶业有限责任公
司种植基地里， 村民们正利用晴好天气，
抓紧清理茶树下的杂草。 经过培育，炎陵
县已拥有“神农白茶”“炎陵红茶”等多个
茶叶品牌， 目前全县茶叶种植面积达3万
多亩， 茶叶产业年综合收入达1.6亿元，成
为农民增收重要产业。

据了解，近年来，炎陵县采取一系列
措施，大力发展品牌农业，形成了“种植上
规模、基地提标准、产业成链条、地域有品
牌、农民增收入”的新格局。 去年全县完成
农业总产值12.66亿元， 比上年增长3.6%，
今年预计将比去年实现更大幅度增长。

为推动农民增收， 实现脱贫致富，
炎陵县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

“一带八基地”（生态休闲农业风光带与
特色水果、有机茶叶等产业基地）为主
的特色农业。 同时，县里不断健全和完
善相关方案和奖扶办法，大力培育农业
品牌。 在“炎陵黄桃”“酃县白鹅”等获得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商标，“炎陵柰李”

“山王魔芋” 等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基
础上，进一步做好“三品一标”（无公害
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
品地理标志）工作。 目前，全县通过“三
品一标”认证的农产品达到了50个。

炎陵县还以多种方式，全方位宣传推
介当地特色农产品，打好“地域牌”“高山
牌”“生态牌”。 并切实做好农超、农社对接
工作，促进农产品销售，真正把特色农业
打造成为富民产业。 该县霞阳镇星光村大
力开发绿色蔬菜产业，创建“星光绿色蔬
菜”品牌，村民人均年增收2000多元。

宁乡普惠金融平台
助中小微企业融资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李曼斯 姜
润辉）“多亏了‘智慧宁乡’普惠金融平
台伸来援手，不用抵押物就可以直接线
上贷款，解了公司燃眉之急。 ”昨天，宁
乡政务APP“智慧宁乡”普惠金融平台
正式上线， 作为首个受惠企业代表，长
沙天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朝
辉感叹万分。

据了解，很多中小微企业往往有信用
但无资产或轻资产，按照传统融资渠道难
以得到金融支持。此次上线的普惠金融平
台，引入了“建行惠懂你”等平台，企业递
交申请后，系统可通过大数据技术，自动
读取企业纳税记录、 销售及信用等情况，
评估企业可贷额度，当天便可完成线上放
款的网上全流程办理。

此后，该平台将帮助各类金融机构
与企业实现线上无缝对接， 通过速度
快、成本低、随借随还等方式，为企业提
供全方位一揽子金融服务。

新化“小微权力”
有了“紧箍咒”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跃新 唐嘉睿 ）“每项开支都
有发票图片，谁经手、谁审核，一目了
然。 ”11月24日， 在新化县吉庆镇杨桥
村，通过设置在村部的“三湘e监督”平
台，贫困户刘文兵很快就查询到了村里
的财务情况。

今年以来，新化县把规范村级“小
微权力”作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突破
口，实现“科学用权、规范用权、阳光晒
权、严格控权”。 出台村级工程建设项目
管理办法等制度，制定财务开支、土地
征收、集体资产处置等29项村级“小微
权力”清单，从源头防止腐败发生；制定
办事服务和责任流程图， 明确事项名
称、责任主体、办事标准、责任追究内容
等，让群众知道“找谁办”“怎么办”“什
么时候办结”；建立村级“小微权力”规
范运行机制、阳光运行机制和追责问责
机制，实行规范化管理；在基层安装741
台“小微权力”终端查询机，对各村医
疗、工程、财务等信息予以公开，随时接
受群众监督。

通过构建立体防控体系， 新化为
“小微权力”套上了“紧箍咒”。 今年，共
发出问题反馈清单37份， 履责约谈94
人； 受理投诉举报187件， 回复满意率
100%，追缴违规资金62.15万元。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邵柳）银毫显露，花香馥
郁。 今天，记者走进湘阴县玉华镇鹅形山
下的铁香茶叶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阵阵清
香迎面飘来，30余名茶农哼着小曲正在茶
园内采摘嫩茶。 该公司总经理黄厚仁介
绍，这批新茶是他们历经4年、在今年10月
成功培育出的我国首款露天兰花香冬
茶———“铁香小阳春”。

该公司有2000亩优质茶园， 茶叶年

产量达26吨，目前拥有6个商标、1项专利、
1个科研成果。“清明茶虽好，但谁也加工
不出显毫的兰花香芽茶来。如何再发一季
冬茶呢？ ”黄厚仁研究发现，秋尾冬初的
“小阳春”是研发新产品的最佳时机。

为了攻克这一技术难题，黄厚仁带领
人马常年蹲在茶园观测研究，还请来各地
专家学者传经送宝。 2015年开始，公司依
靠秋末初冬温度、光照、昼夜温差与清明
时期的高度相似性， 利用先进栽培技术，

进行工艺创新，调节茶叶萌芽时间，经过
采青、萎凋、发酵、杀青、揉捻、干燥等10多
项制茶程序， 加工出显毫的兰花香冬茶，
其味鲜回甘，越泡越好喝。

新产品“铁香小阳春”吸引湖南农业大
学教授、 省科技特派员傅冬和带队前来考
察。 傅冬和在一捧二闻三尝鲜后评价：“按照
国家标准从外形和内质来综合评判，铁香茶
叶品质达到了花香馥郁、滋味鲜爽回甘的品
质。 ”

老百姓的故事 “良心凉粑”每个赚两毛

把一家经验变成众人技能

岳阳县驻村帮扶实现互帮互扶

衡东“供销帮农”电商平台给力
已代销农副土特产品1200余万元，带动500多名农民就业

十月茶园芽满枝，巧手采来“小阳春”

11月25日，道
县濂溪金丰农业
开发公司厂区，员
工在分离瓜蒌籽。
近年，该县引进农
业合作社， 通过

“合作社+贫困户
+订单” 模式种植
瓜蒌8300亩，帮助
贫困户实现稳定
增收。

蒋克青 唐伯靖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1月 27日

第 2018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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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 1040 903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07 173 329911

3 9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1月27日 第2018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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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2176690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8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121941
5 32346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09
62968

1167872
10495537

58
2758
49525
418548

3000
200
10
5

1518 23 31 3220

瓜蒌
富民

湘阴成功培育我国首款露天兰花香冬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