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田育才）10
月18日， 张家界72奇楼文旅小镇项目正式开
工，绝美张家界即将再添盛景。

72奇楼文旅小镇是张家界市文化旅游重

点招商引资项目， 位于武陵山大道张家界航
空学院南侧，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134亩，规
划建筑面积约11.6万平方米， 总投资约10亿
元，包括文化馆、奇石展览馆、全息剧场、星级

酒店、特色美食街、银楼等众多文旅业态，以及
省内最大、张家界首个天幕风情街区，全力打造
极具本土人文特色的文化旅游商业综合体。

据了解， 该项目立足于挖掘张家界本土
文化，规划有奇楼、奇市、奇景三大部分，其
中，主楼部分由黄永玉主创，以天门洞为建筑
概念设计参照物，打造洞天奇门吊脚楼群。项
目建成后，将申报“土家吊脚楼建筑形态最高
楼”吉尼斯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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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王小华 胡彬）记者今天从2019湖南（金秋）文物
博览会主办方获悉，文博会将于10月26日开幕。

本届文博会由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
办公室、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日报社、省文

物局共同主办，长沙市委宣传部、省文物总店
等共同承办，旨在深度挖掘湖湘收藏文化，扩
大湖湘文博产业， 搭建民藏与国藏沟通的桥
梁，打造一个专业化、多元化、生活化的文化
艺术品交易、展示、推广平台。

本届文博会包括开幕式、文物交流会、唐
代长沙窑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论坛、湖南
民间收藏精品展（陶瓷篇）四大主题活动。届
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数百个参展团队参展，
参展品将有数十万件之多。

新邵县委书记 阳晓华

新邵县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和扶贫
攻坚县。近年来，我县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位置， 紧紧围绕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的目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化教育
资源配置，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全县教育工
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教育是百年大计，是管长远、管根本的
大事。我县成立了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安排县委专职副书记分管教育， 调整优化
了教育督导委员会、 薄弱学校改造领导小
组，组建了消除大班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县委议教工作常态化、 制度化得到不断完
善并长期坚持。

尽管我县是贫困县，但在落实“教育发
展优先规划、教育经费优先安排、教育用地
优先保障、教育人才优先引进、教师待遇优
先落实、教育问题优先解决”要求上态度坚
定，不打折扣。2018年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
达9.39亿元， 占生产总值比例为6.47%，确
保了全县教育公用经费预算逐年增长。

大力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 县教
育基金会自2012年成立以来， 多方筹措资
金，奖教助学金额累计达4200万余元。全县
各乡镇均成立教育基金会，全县党员干部、
社会各界人士教育捐款达5600万元， 兴教
助学已蔚然成风。

我县围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奋斗目标，统筹抓好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2014年以来共投入
资金1.2亿元，建成合格学校141所；采取提质
改造闲置资产、新建校舍等方式，增加学位
近万个， 积极化解大班额；2019年投入资金
10.5亿元，完成教育建设项目355个，芙蓉学
校、大新镇中学、小塘镇中心小学等6所新建
学校9月1日如期开学，并新增投入资金6700
万元为学校装备多媒体教室、电脑室、实验
室、仪器室等配套设施，全县所有中小学（含
教学点）全部实现“校校通”和“班班通”。

我县坚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
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近
三年通过公开招考、 免费师范生培养等途
径，补充教师1664人。在绩效工资、评先评
优、晋职晋级上向农村一线教师倾斜，已建
成教师周转房1580套， 缩小了城乡教师待
遇差别，稳定了农村教师群体，涌现出了一
批优秀教师。

全面实施新课程改革， 课堂教学效果
明显， 教育质量稳步提高，2018年，5000人
次在全国、省、市获奖，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全面有效提升。大力实施“一校一特色”校
园文化建设， 全县已有10所全国青少年足
球特色学校，2所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
学校，思源学校的剪纸文化、新航中学的国
学文化、 太芝庙镇中心小学的农耕文化等
校园文化已形成品牌，新邵八中被评为“湖
南省诗教先进单位”。

市州、县市区党政领导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用心用力促优质均衡
真抓实抓办满意教育2019湖南（金秋）文物博览会

本月26日开幕

湖南日报10月22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陈健林 ）“寿萱亭石碑上的81个

‘他’字歌，教我们学会做人做事，词短意
长，启迪深远。”10月20日，在江永县夏层
铺镇上甘棠村，退休教师周九盛，为游客解
读千年古村的家风家训。

近年来，该村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深
入挖掘村里传统廉孝文化内涵， 在古老的
前方寺开设“家学讲堂”。他们把古村耕读
文化、道德文化、廉孝文化整理上墙，并聘请
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为游客授课，传承和发
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家风，让游客受到潜移

默 化 的 熏
陶。 村支书
周忠运说：
“我们积极

探索创新党性教育和清廉家风建设的新路
径，专门开办家学讲堂，教育和引导村民和
游客树立良好家风，在熏陶感染中养成修身
律己、崇德向善、邻里互助的道德风尚。”

上甘棠村是湖南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
最为久远的古村落。 这里遗存大量民间廉
孝文化，古村落、古石桥、古城墙、古驿道、
古碑刻，处处散发出浓厚的文化气息，是全
省第一个“文物大保护大利用” 建设示范
点，也是湖南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在月陂
亭的石壁上，镌刻着宋、元、明、清4个朝代
的24方古代石刻。其中，乾隆年间，永明县
令临摹的南宋忠臣文天祥书写的“忠、孝、
廉、节”四个大字，格外引人瞩目。之外，“81
个他字歌”慈悲佛母碑，也是先人留给后人
的宝贵精神财富。

10月22日， 长沙
市青竹湖湘一外国语
学校， 学生们在进行
击剑操展演。当天，该
校举办第十四届校运
会暨校园体育文化节
开幕式， 通过运动项
目展演、“伴你奔跑，
陪你长大” 亲子越野
跑等活动， 培养学生
力学笃行品行， 激发
学生运动热情。
韩庆 向往 摄影报道

运动
展风采 古村“家学讲堂”传承千年家风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0月 22日

第 2019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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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 1040 952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998 173 345654

9 0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0月22日 第2019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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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9186213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5
二等奖 13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6185649
5 16109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82
72235

1298470
8585111

81
2377
45155
331959

3000
200
10
5

0206 21 30 3115

珍品荟萃·文物交流
———走进“2019湖南金秋文物博览会”

张家界72奇楼文旅小镇开工
项目建成后将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