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李永亮
陈章蓉 王亚） 整车168个座位，充
电4小时， 续航150公里……近日，
一款特种新型载人有轨电车在株洲
市职业教育科技园成功下线， 再次
引发人们对株洲职教融合的关注。

这款车是由湖南铁路科技职业
技术学院、 株洲长河电力机车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近年来，湖南
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打造产
教融合平台，先后与广铁集团、西南
交大共同建立湖南省高铁运行安全
保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与中国工
程院院士刘友梅、 丁荣军签约成立
国内铁路高职院校首家院士工作
站，吸引15名专家进站，目前已完
成10余项技术研发项目。

作为一个不断积蓄动力产业谋
求高质量发展的城市， 株洲市极其

重视技术技能性人才的培养、引进。
目前，该市有职业院校32所，在校学
生12.6万人， 组建了南方铁路运输、
湖南汽车等11个职教集团。株洲市职
业教育科技园已完成中心区域4平方
公里的建设，6所院校建成办学。

近年来， 株洲市不断加强高校
职校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助推
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依托株洲·中
国动力谷、株洲市职业教育科技园，
着力构建“紧密型”的校企合作，已
形成对接轨道交通、 航空、 汽车等
10大重点产业的特色专业群，实现
了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对优
势产业的全覆盖。

目前， 株洲市正积极
创建国家产教融合示范城
市。该市将以此为契机，加
快教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鼓励当地职
业院校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办学，
依托包装学科专业优势做大株洲包
装、服饰等产业；进一步理顺管理体
制机制，补齐“有职教无科技”的短
板，构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协同
创新、 产学研用结合的新模式新机
制； 将产教融合发展规划与相关政
策措施、重大项目建设相衔接，发挥
人才优势，瞄准核心技术、转型升级
的关键难题进行研发攻关， 取得一
批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支撑株洲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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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张兴国 杨万里） 春暖花开，
草长莺飞。清明节假期，永州市零陵
区甸尾头村的四季花果园，游人如
织。 从广东清远组团来的4辆大巴
车游客，个个都玩得很开心。总面积
上千亩的四季花果园， 种植有桃、
李、梨等10多种水果品种，还有油
菜、紫薇花等1000余亩，形成了春
赏花、夏品果、秋观景、冬休闲的“四
季”花果园，成为该区乡村游又一热
门景点，每天吸引来成千上万名游
客。

近年来，零陵区以“永州之野”

乡村旅游为抓手，全力推出“下乡”
“上山”“入水” 三大乡村游项目。按
照“一乡一品”“一村一景”规划，将
乡村旅游与全区41个精准扶贫村、
103个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与40多个古村落保护有机结合起
来。 在乡村公路两旁栽种各类景观
树2万多棵， 建设乡村游景点60余
处，乡村水果观光园1.26万亩。连日
来，随着气温回升，在香零山村、马
坝村、何仙观村，竹元背村，前来踏
青赏绿、吸氧健身、驾车观景的人，
一波接一波，掀起一股乡村游热浪。

该区釆取“一名领导负责一个

项目、一抓到底”的办法，全力打造
青山绿水蓝天，建成石山脚、富家桥
两个国家级生态乡镇。黄田铺、邮亭
圩等10个乡镇被评为省级生态乡
镇； 竹园背等103个村成为省市生
态村；芬香、大皮口等7个村入选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 涧岩头村成功入
选全国历史文化名村。

2018年，该区乡村游人数突破
6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0亿元，
比上年分别增长25%、24%。今年一
季度， 该区乡村游人数近200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6亿多元，同比分
别增长27%和26%。

湘桂边境赶大集
———珠山镇“赶社”小记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张新国 杨万里

尝美食、看表演、赏美景、购农货。 4月7日，农历三月三。
在与广西全州县交界的永州市零陵区珠山镇，今天是当地传
统的“社日”， 汇聚了来自湘桂边境十里八乡10万余人前来

“赶社”。
在“赶社”现场，记者见到了热闹非凡的场景：进入珠山

的每条公路，大车、小车连成了几公里长龙；在珠山镇两纵三
横五条大街以及各条小街小巷，处处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笑
语喧哗；街道两边摆满了各式农机具和春耕物资，还有敲敲
糖、摊煎饼、油炸粑粑等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

在买卖犁耙、斗笠、镰刀、耕牛、种猪、果树、苗木等农机
具和春耕物资一条街上，生意火爆。

从广西全州县黄沙河镇来赶集的70岁高龄的黄先生说，
他从小时候起，每年都来这里赶“三月三”，一是来看热闹，二
是顺便采购一些珠山的特产竹席、斗笠等物资带回去。

据了解，珠山的“三月三”是当地传统的“社日”，至今已
有1000多年历史。 社场里能买到一年中生产、生活所需的劳
动工具和生活用品。“赶社”是当地农民过年后的一个重要节
日，赶完“社日”，农民就要投入到繁忙的春耕春种各项农事
生产中。 传说在“赶社”中买回的农具会带来丰收，买回的牲
畜长得快、成活率高，凡是参与“赶社”的人会身体健康、全家
幸福。 所以每年这天来自广西全州、贺州，广东连州，湖南东
安、祁阳、双牌以及当地参与“赶社”的群众多达数万人。

据珠山镇政府负责人介绍，今年参加“三月三”赶集的人
约有10万余人，当日交易额预计超过5000万元。

“三月三”，黔阳古城嗨翻天
湖南日报4月7日讯 （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刘辉霞

李林）4月7日，农历三月初三，洪江市黔阳古城成了一片欢乐
的海洋。 当地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民俗文化暨“女儿节”成人
礼活动正在举行。 这场极富当地传统民俗特色的旅游盛会，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近万名游客参加。

在当地民间，“三月三”吃荠菜煮鸡蛋的习俗已流传上千
年，因“荠菜”谐音“聚财”，百姓采荠菜煮鸡蛋吃，讨个“聚财”
的吉利。 年满15岁的女子，也会在这天举行成人礼，故称“女
儿节”，沿袭至今。 该市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民俗文化暨“女
儿节”成人礼活动，已连续举办10届。

“女儿节”成人礼大典是当天活动的重头戏，大典仪式现
场，当地近100名15岁少女成了游客闪光灯下的焦点。在司礼
官的引导下，加笄、赐字、蘸酒、拜谢、聆训等成人仪式，少女
们行礼如仪，引得游客纷纷拍照晒朋友圈。

在黔阳古城幽深的巷子中，在光滑的青石板上，300多张
八仙桌摆成一条条长龙，桌上荠菜煮蛋、蒿菜饭、春卷、茄包
等当地特色小吃摆得满满当当。游客围桌而坐，大快朵颐。此
刻，古城昔日的热闹重现。

在黔阳古城万寿宫、芙蓉楼、黔阳剪纸馆等景点，斗诗大
赛、京剧沙龙、大唐拓碑术、黔阳剪纸、黑陶制作、巫傩面具制
作等系列民俗文化“大餐”精彩上演，让游客大饱眼福，积极
参与体验。 现场热闹气氛嗨翻天。

邵阳提速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明确各县（市、区）6月底前挂牌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马永忠）记者从4月4日召开的邵阳市“两中心一平
台”建设专项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上获悉，邵阳市
将全力以赴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明确全市所
有县级融媒体中心6月底前挂牌，11月底前基本完
成客户端上线和采编中心建设工作，12月底前正式
运行。

前阶段， 邵阳市积极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
设，该市宣传系统负责人参观考察了湖南日报社中
央厨房等省级技术平台；部分县推进较快、准备较
足。 邵阳县融媒体中心建设整合方案、机构性质均
已明确，已着手制定内设机构、人员编制方案；洞口
县融媒体中心办公场所已启动装修、演播厅已建设
完工； 其他各县市区融媒体中心建设均已启动，进
入快车道。

为更好地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作用，邵阳市
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坚持内容为王，把生产优质内
容作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坚持移动
优先，集中力量打造体现聚合功能的客户端；要坚
持“媒体＋”理念，既要宣传群众，又要服务群众，探
索“媒体＋政务”“媒体＋服务”“媒体＋商务”等运
行模式；要坚持改革创新，设立统一的新闻信息采
集中心、编辑中心，实现“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
传播”；要坚持依法管理，政务类网络平台一律不得
委托给民营企业或个人运营维护。

为加快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邵阳市要求
各县市区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为“掌上工程”
和“一把手”工程，县市区委书记亲自抓、负总责；将
统筹利用相关资金渠道，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加强
队伍建设，引进一批内容生产、技术开发、经营管理
等方面人才，并建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测评
体系，加强督促检查。

通讯员 朱毅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从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
至县城有65公里， 客运车票价为
20元/每人次。 但有一群特殊的乘
客，一个星期固定往返县城2次，司
机杨国辉只收他们每次10元。 杨国
辉这一坚持已有4个年头， 他的车
被大家称为“爱心车”，而这群特殊
乘客就是他车上的“VIP”乘客。

“半价车票”背后有怎样暖心的
故事？

3月25日，记者带着疑问，来到
了会同县汽车站。 中午12时，一辆
牌照为湘N20703、车头挂着“金子
岩-会同” 指示牌的客运班车缓缓
进站，司机就是杨国辉。 车刚停稳，
金子岩侗族苗族乡村民杨光就赶
忙上车，拿取其妻子托运的衣物和
现金。

“杨国辉是一个很热心的司机，
乡里有一群做透析的病人坐他的

车，他只收半价。 ”杨光竖起大拇指
说，这件事乡里人都知道。每次随车
捎带东西，杨国辉也不收费用。

记者再三追问， 杨国辉才道出
“半价车票”的故事。

2015年开始，金子岩侗族苗族
乡中学的教师胡勇，因身患尿毒症，
每个星期需固定到县人民医院做透
析，故经常坐杨国辉驾驶的班车。交
谈中，杨国辉得知，胡勇工资收入不
高， 但每个月医疗费要1000多元，
再加上乘车以及其他生活开支，经
济压力大。 这就让杨国辉产生了为
他减免车费的想法。

“胡勇是一名好老师，身体又有
残疾，每个星期要坐4趟车，所以我
每次只收他半价，算是尽点心意，帮
他减轻些压力。 ”杨国辉告诉记者，
他车上的“VIP”乘客有6人，大多是
需要到县城做透析的重症患者，对
他们都只收“半价车票”。

“每年春运票价上涨， 客人很
多，但是又不准超载，可是杨国辉还

是只收我10元。 ”胡勇告诉记者，有
一次，杨国辉儿媳刚开始卖票，不认
识胡勇，就按照正常票价收钱。后来
杨国辉知道后，特意将多收的10元
退给胡勇，并“赔了个不是”。

跑金子岩至会同线路的农村客
运班车共有5台， 受杨国辉的影响，
其他4台车也都坚持这条“行规”，对
重症病患者只收“半价车票”。

“这些乘客很不容易，有一次一
位做透析的乘客为了省钱， 早饭都
舍不得吃， 我赶紧买了几个包子给
他吃。 这样算下来，就只收了他8元
钱的车票。”同样跑“金子岩至会同”
线路的客运车售票员丁桂香告诉记
者。如今，乡里又新增了一个需做透
析的病人， 几台车都同意将这个病
人纳入“VIP”乘客名单。

“只要我还在开班车， 这样的
‘特殊’乘客上我开的车， 我依然只
收10元！” 杨国辉说， 他希望能够
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
人。

游客失足掉湘江 交警救人不留名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张福芳）长沙市岳麓区交警大

队副大队长郑小飞因在橘子洲勇救落水者，成为清明小长假
长沙的一抹亮色。4月7日，值完两天班的他正好休息。见到记
者时，他说：“这么一件小事，还惊动了媒体，挺不好意思的。 ”

郑小飞告诉记者，4月5日那天恰好他值班， 又赶上清明
小长假，天气转暖，橘子洲景区人流如织。 下午6时左右，景区
西侧游步道入园岗亭附近， 一名20多岁的男子突然掉入江
中。

“我当时听说有人溺水了，就赶紧跑过去。 我到的时候，
落水的人上半身正无力地搭在景区工作人员扔下去的救生
圈上，没什么意识，我一看够呛，得赶紧救人，于是迅速脱了
衣服就跳下去了。 ”郑小飞说，“当时水流有些急，水面和旁边
游步道高度又相差3米左右，因为常在周边巡逻，熟悉地形，
我就想把落水者拖到几百米外的沙湾公园一侧斜坡，然后再
救他上岸。 ”

水深流速快，又拖着一个成年男子，游了一会儿后，郑小
飞有些体力不支，好在救生艇及时赶来，将两人成功拖上岸。
落水男子在医生检查下并无大碍，郑小飞才放心穿上衣服离
开。“当时橘子洲景区的工作人员要我留下名字和电话，我觉
得这是一件小事，更何况我还是警察，又懂水性，觉得没必要
大肆渲染，就独自走了。 ”郑小飞说，后来还是被景区的工作
人员知道了，很多人都转发了朋友圈。

怀化400余名纪检干部巡山防火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李希良）“等火熄了， 盖上土踩几脚再走……”4月5
日11时许， 怀化市辰溪县纪委干部米久芳等3人组
成的督查组，“突袭”该县辰阳镇陆家湾村寨坡脚的
一处坟地，发现值守的老支书石贤如和志愿者包芬
正在督促扫墓的村民石圣炎，落实“人走火灭”的上
坟要求。

“这两天气温高，我们村组织了23人在4处坟地
安排人员严防死守，安排4辆摩托车流动巡逻，确保
不发生森林火灾。 ”村支书石小辉闻讯赶来介绍，镇
里的督查组前脚刚走.
� � � �森林防火能否万无一失，关键是落实责任和举
措。 怀化市纪委监委发挥职能作用，将森林防火作
为作风监督的重要内容。 清明节前出台了专门文
件，对森林防火监督进行安排部署，并对森林防火
指挥部成员单位履职情况开展了一轮监督检查。

清明期间， 怀化40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放弃休
息，组成79个督查组，对全市森林防火情况进行“再
督查”：看是否制定森林防火应急预案，看是否做好
森林防火宣传；看是否制定值班计划，值班人员是
否在值班室值班； 看乡镇是否组织人员进行巡查，
是否有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设备， 做到防火于未

“燃”。 同时对公车管理和使用，车站码头等应急值
守情况进行督查，确保假期平安有序、风清气正。

怀化市县纪检监察机关督查发现，相关职能部
门和乡镇积极履职，清明期间全市乡村两级共安排
8250余名护林人员在山林一线巡查值守。 清明假期
首日，全市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

北塔区尖子山山火袭向民宅
人武部官兵近身扑火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李忠华）
“不好！对面山头起火了。”4月2日10时09分，邵阳市
北塔区委常委、人武部政委康季华在专武干部岗位
练兵集训动员会休息间隙，发现该区状元洲街道资
枣社区尖子山山头火光冲天，立刻大喊一声。

山火发生点茅草茂盛、树枝较多，火势发展较
快。 山下，住着50多户居民，着火点紧靠1条10千伏
配电线路，火借风势正向该配电线路逼近。

情况紧急，康季华立即叫停正在进行的专武干
部岗位练兵集训，与区人武部部长李小明组织突击
队，迅速前往火势最猛的地方扑救。

此时，山火借着风势越烧越大，并有向附近院
落、高压线蔓延。 10时13分，突击队员们扒开树枝荆
棘，连拽带拉爬山坎，手握10多把打火鞭、5支干粉
灭火器赶到现场。 越往近走，噼噼啪啪的燃爆声越
清晰。

“要全力迅速扑灭山火，确保附近村民的安全，
力保输电线路安全。 ”李小明将突击队员分为两组，
一组负责清理出防火隔离带，一组用灭火器和打火
鞭扑火。 在千伏高压线附近，火焰达2米高，火苗蹿
到树上，荆棘丛噼啪作响，浓烟弥漫。 李小明、康季
华冲在队伍最前面，队员们紧随其后，不停地挥鞭，
近身与“火魔”搏斗……

10时35分左右，历经近20分钟奋力扑救，众人
遏制了火势蔓延，明火全部熄灭，并清理出一条隔
离带，此时，烟尘熏黑了突击队员的脸，一些人手背
被树枝刺破了皮。 所幸大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
没有房屋受损。

据悉， 此次火灾是由于一名群众扫墓烧纸、没
有清理现场后离开引发的。

产教融合显成效
实现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对优势产业全覆盖

株洲市

乡村旅游势头旺
今年一季度乡村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大幅增长

零陵区

老百姓的故事 “半价车票”背后的感人故事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4月 07日
第 2019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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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 1040 1137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33 173 161409

7 9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4月07日 第2019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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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07595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13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258711
4 12725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45
89894

1606282
13705464

72
3659
62971
547217

3000
200
10
5

0807 14 27 3211

� � � � 4月7日，民间艺人在表演非遗传统项目捏面人。 当天，是清明节小长假的
最后一天，衡阳市奇石博物馆举行非遗项目展演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
观。 据了解， 该馆每周日晚都会免费推出非遗展演， 推广与传承非遗传统文
化。 林伊涵 摄

周末非遗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