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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王卫全 )“‘老姐
姐，你一定要喝，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
人啊!’ 重病的罗荣桓将那碗给他调养身
体的甲鱼汤， 递给寄住房东滕东余的
老娘……”10月10日上午，衡阳市衡东县
罗荣桓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讲述罗荣桓
元帅的故事，再现当年烽火岁月中，罗荣
桓同志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军民鱼水情深，
不少听众感动流泪。

衡阳市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
红色土地。为了让红色资源“活”起来，
近年来， 该市挖掘、 整理当地革命斗争
历史、 革命先辈事迹， 编成一个个百姓
喜闻乐见的“微故事”。今年9月，该市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
施“十百千万”计划，即重点挖掘10个经
典红色故事、培育100名专职讲解员、吸
收1000名兼职讲解员、 讲好10000场次
红色故事会。

为了使故事便于“吸收”与“再传播”，
衡阳市组织专人， 深入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革命遗址与革命先辈后人家中，对革
命先辈事迹与相关细节进行深挖补充。针
对不同受众需求， 还写出10分钟“微故
事”、20分钟“小故事”、30分钟“故事串
烧”等不同版本讲稿。在衡阳县洪市镇夏
明翰故居，“砍头不要紧” 的故事动人心
魄。在珠晖区湘南学联旧址，蒋先云“头可
断，而共产党籍不可牺牲”的革命精神深

深打动人心。在常宁水口山工人运动陈列
馆，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的故事
把大家带回到90多年前的斗争岁月……

通俗易懂、 生动感人的红色故事，也
带动了衡阳市红色旅游热。今年国庆节期
间，该市共接待游客461.57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26.16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5.06%、7.71%。红色景点成为新兴热门景
点，衡东县罗荣桓故居接待游客3.95万人
次，同比增长13%。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潘雅）“以前对图纸一知半解，通
过这次学习， 掌握了施工图审查的要点，
以后申报会更顺畅。”前不久，参加省施工
图管理信息系统培训后，湖南湘江新区映
客龙湖项目报建员张兴亮感慨地说，这次
培训干货满满，收获很大。

9月中旬，张兴亮在项目施工图审批
过程中遇到难题， 图纸连续4次被退回。
“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施工许可， 顺利开工

啊？”他灵机一动，在“湖南湘江新区服务
企业微信群”发了一条“求助”信息。一时
间，微信群里热闹起来，不少被同类问题
困扰的人纷纷响应。湖南湘江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党员志愿者了解情况后，立即向中
心党支部汇报，决定结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通过志愿服务，为企业举
办一场应诉求、解难题、办实事的培训。经
多次联系，争取到省施工图管理信息系统
优化调整后全省首场培训放在新区举行。

培训通知发布两天， 便收到80余家企业
150余人报名。

推行“互联网+多图联审”，是今年湖南
湘江新区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审批效能的举
措之一。举办这次培训，加快了新举措落地。

据了解， 湖南湘江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优化营
商环境结合起来，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学
习成果落实到服务企业的具体行动中，打造
营商环境“最美风景线”。目前，从立项（备

案）至施工许可，新区社会投资项目、政府投
资项目审批时长均压缩至10个工作日内，
企业基本满意度达93.3%。同时，率先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减少对项目建设
的多头执法、重复监管。提供上门服务、帮代
办服务等“零距离”、全流程优质服务，助推
项目建设提速。

办事时间越来越短、服务越来越好，企
业负担越来越轻……映客、宜家、南山等众
多企业对湖南湘江新区营商环境称赞不已。

郴州工业产品
展销对接会开幕
400种名优特新产品和26项

服务亮相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张

策）10月11日， 郴州市工业产品展销对接会拉开序幕，
400种“名、优、特、新”工业产品惊艳亮相，其中既有新型
无铅焊条等“黑科技”，也有旋翼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高新
产品。同时展示的，还有“智能制造”“大数据”等方面的26
项服务。

这次对接活动为期2天，是郴州为帮助当地工业企业
应对新形势、新变化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通过搭
建一个展示名品、推荐名企、邀请客商、产销对接的平台，
帮助企业畅通信息交流渠道、拓展市场、扩大销售。活动
现场设置有色稀贵金属、建材及新材料、电子信息、机械
装备、食品轻工、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产业6大展销板块，
212家企业参展，全国各地300多家客商到场对接。

开幕当天，进行了重点企业优质产品推介，开展
了6大展销板块6个专题组的对接交流活动。还将举办工
业5G应用展示、县市区推介会、招商签约、工业参观考察
等活动，并开通了线上“郴州工业产品网上微展厅”，打造
永不落幕的网上展区。

常德举办“永远的丁玲”
书法美术作品展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通讯员 毛雅琴
见习记者 李杰) 为纪念丁玲诞辰115周年，
10月10日上午，“永远的丁玲”书法美术作品
展在常德市丁玲纪念馆开幕。

今年10月12日，是著名女作家、社会活动
家、 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丁玲诞辰115周
年纪念日。举办“永远的丁玲”书法美术作品
展，旨在进一步利用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此次展览面向全国各地艺术家， 共征集
书画作品100余件，展出优秀作品70余件。同
时，展出丁玲生前绘画作品24幅。展览将持
续至10月31日。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杨丁香 陈永祥

江华瑶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纪检组
原组长郑艳琼今年51岁，是一位瑶学研究
专家，出版了多部瑶学专著。她辞职回村
扶贫， 运用瑶学研究成果发展旅游业。她
说，她一生最精彩的作品，写在了自己的
家乡———江华湘江乡桐冲口村的土地上。

10月2日，桐冲口村人气爆棚。身着
瑶服的郑艳琼，一会儿在漂流码头搬皮划
艇，一会儿在文化广场摆长桌宴。一不留
意，她又跑到村口，变成了保安和导游。

“这个假期，桐冲口村接待游客近
万人， 是去年3月发展生态民俗旅游以
来人气最旺的一次。”为确保服务到位，
郑艳琼和村干部及景区负责人假期义
务上岗，身兼数职，累得饭都吃不下。

桐冲口村位于偏远山区，只有139亩
水田， 全村耕地一年生产的粮食只够吃3

个月。2015年， 郑艳琼辞去行政职务，回
到桐冲口村，专心驻村帮扶。2年后整村脱
贫，落后的小山村成为了国家3A级景区。

“脱贫只是开始，我要做的是‘稳定
脱贫’这篇文章。”郑艳琼说，早在2013
年，她就提出了“文化兴村”的建议。回
村后，她立志把自己的瑶学研究成果应
用到桐冲口村的建设上。

“我这个新房是依照瑶族吊脚楼的
风格设计的， 一层自己住， 二层开发民
宿。原汁原味的瑶族风格很受游客喜欢，
现在不愁客源。”易地搬迁户赵平说。

2016年，郑艳琼和省广电驻村扶贫
队依托易地扶贫搬迁，聘请专家进行旅
游规划设计， 打造旅游景区核心服务
区。一个小山村能吃上“生态饭”吗？赵
平心里没底，加上自己疾病缠身，家里
靠妻子务工维持生计，建房费用根本拿
不出。郑艳琼走上门与他长谈，讲旅游
扶贫计划。 在了解他的经济情况后，主

动提出为他垫付应交的建房款。
郑艳琼一共为10户贫困户垫付了

建房费用。村里成立千年瑶寨旅游服务
管理中心后，因缺乏启动资金，她又说
服丈夫以两人的工资为抵押担保，贷款
50万元作为第一笔资金。如今，该村开
发了瑶族文化广场、 瑶族特色美食、瑶
族歌舞表演、瑶族文创产品等，生态民
俗旅游的版图不断丰满。

千年瑶寨旅游服务管理中心总经
理莫友翠说：“这个扶贫队人人都以奉
献为荣，村民们都愿意跟着他们干。”

目前，桐冲口村采用“公司+集体+
村民”的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公司
与农户按3比7的比例分红。2018年实现
旅游收入200余万元， 分红最多的贫困
户收入9800元。

“我们的目标是把桐冲口村打造成
瑶族文化传承基地、全国最美瑶寨。”郑
艳琼说。

道德模范
乘地铁倡文明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每
月11日，是长沙文明排队日。今天上午，一场“我
和文明有个约会”快闪活动在长沙地铁2号线举
行，袁亮坤、何平、杨士泉、廖月娥等道德模范登
上“长沙文明号”专列，倡导乘客遵守文明。

“长沙文明号”专列以手绘故事展现长沙
文明风貌，共有6节车厢，每节车厢展现一个
文明主题，分别为公共文明、网络文明、交通
文明、精神文明、出行文明及家庭文明，多方
面展示长沙文明创建成果。该专列上线20天
来，已载乘客约90万人次。

“‘长沙文明号’是城市地下一道风景，希
望大家一起努力， 把文明新风带给每位乘
客。”上午10时30分许，被称为“向日葵女孩”
的何平在车厢内给乘客发放《长沙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她白天上班、晚上做家教，乘坐的
都是地铁， 有时在地铁上遇到乱丢废弃物的
不文明行为，她会捡起来丢进垃圾桶，并提醒
有关乘客。 她表示， 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喇
叭”，从规范自身文明行为做起，传播文明正
能量，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我们要向道德模范看齐，为社会传递更
多正能量。”乘客刘先生说，文明细节是“天大
的小事”，唯有从点滴做起，才能让讲文明在
全社会蔚然成风。

一片丹心向阳开
———追记倒在扶贫路上的

乡干部曾红梅
周俊 曾玉玺 赵一声 彭剑锋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10月11日，新化县
科头乡的干部群众轻声吟唱《红梅赞》，悼念倒在扶贫路
上的乡干部曾红梅。

10月9日， 曾红梅同往常一样到挂点扶贫的友谊村
采集资料。11时左右，她突发脑溢血，15时40分抢救无效
去世。这位扎根基层20多年的干部，将自己的生命定格
在47岁。

曾红梅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上， 还记录着她当天的工
作：“2019年10月9日，星期三，阴。下村，做贫困户2019年
信息资料采集。”

曾红梅是土生土长的科头乡人，1996年到乡政府工
作以来，就没有离开过这里。组织上曾多次要调她去条件
更好的地方，她一一谢绝：“科头乡是我的娘家，我就想在
这里好好工作，为家乡人做点事。”

2017年，因工作扎实、善于做群众工作，科头乡安排
曾红梅负责挂点贫困村友谊村。

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友谊村由两个村合并而
成，村支两委刚换届，村里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困难，
群众脱贫压力大。曾红梅没有抱怨，马上投入工作。短短
两三个月，村支两委拧成了一股绳，配合默契。

今年初， 村里要对5.2公里村组公路进行拓宽维修，
但有30余户村民不愿配合征地，有的还阻挠施工。曾红
梅和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讲道理、解难题，最终拓宽
了公路，修好了护堤。

在曾红梅与村支两委、驻村工作队共同努力下，友谊
村装上了新路灯，户户通了自来水，并发展了光伏发电、
经果林、养鸡等产业，建立各类新型经营主体12家。去年
底，友谊村脱贫摘帽。

曾红梅工作忙，常常顾不了家。她把村民当家人，对
他们关心备至。贫困村民袁仁遭遇车祸，曾红梅通过各种
途径筹资10余万元，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村里老刘家的
女儿不到15岁辍学南下打工，曾红梅联系各方力量上门
做她父母的工作，并前往深圳接她回家，让她返校读书。

新化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邓伟说：“一片丹心向阳
开，曾红梅践行了一个基层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值得党员
干部学习。”

实施“十百千万”计划

衡阳“微故事”讲活红色资源

把学习成果落实到服务企业的行动中

湖南湘江新区优化营商环境

把最精彩的作品写在家乡土地上
———记江华瑶学专家郑艳琼

海关助力
柑橘出口

10月9日， 常德海关
关员在湖南芙蓉园实业
有限公司对出口柑橘进
行查验。 石门县柑橘于9
月下旬进入出口季。长沙
海关所属的常德海关加
大基地备案管理力度，对
优质果园进行重点帮扶，
实行节假日预约查验通
关措施，保障新鲜柑橘通
关速度， 实现了对俄罗
斯、加拿大等市场的稳定
出口。 李洋 摄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338089
0 2195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28
640
6581

8
16
190

211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686
77115

448
2452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11日 第2019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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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408 14 15 16 20 23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 月 11日

第 2019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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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 1040 5938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86 173 170578

4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