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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中雨转小雨 7℃～10℃
湘潭市 小雨 8℃～10℃

张家界 小到中雨转阴 8℃～11℃
吉首市 小雨转阴 7℃～11℃
岳阳市 小雨转多云 8℃～11℃

常德市 阴转多云 7℃～12℃
益阳市 小到中雨转阴 9℃～9℃

怀化市 小雨转阴 7℃～10℃
娄底市 小雨 7℃～9℃

衡阳市 小雨 9℃～11℃
郴州市 小雨 9℃～13℃

株洲市 中雨转阴 10℃～11℃
永州市 小雨 9℃～11℃

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小雨，明天，小雨转阴
北风 2~3 级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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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4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林荡 冯伟） 2月20日， 难得的春日暖
阳。 在汨罗市桃林寺镇南林村门前塘
边， 机声隆隆， 人车穿梭， 一派兴修
水利的场景正热火展开。

据在现场督战的岳阳市水务局干
部介绍， 门前塘始修于上世纪50年代，
是南林村200多亩农田的灌溉水源， 因
年久失修， 淤塞严重， 在去年旱灾受

损严重的教训下， 该村群众“升级”
扩容的积极性高涨， 按照设计施工后，
该塘可以增加蓄水量1.2万立方米。

针对2013年特大干旱暴露出来的塘
坝蓄水不足、抗旱效益衰减等水利工程短
板，岳阳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改
扩建骨干山塘行动，实施“1581”工程，即
改扩建骨干山塘1000口，完成土石方500
万方，完成投资8000万元，增加山塘蓄水

容积1000万方。为扎实推进工程建设，该
市财政拿出专项资金2000万元，按照2万
元/口的标准进行奖补；县（市、区）财政按
照2万元/口的标准进行配套奖补；村民采
取一事一议、乡友捐资、群众集资投劳等
多种方法筹措资金参与建设。

政策的推动， 干旱的惨痛教训，使
得该市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空前高
涨。据统计，该市去冬今春以来，共有20

多万群众参与筹资投劳，筹集5700多万
元用于骨干山塘的改扩建，群众筹资占
到总投入的近60%。 骨干山塘改扩建工
作进展“神速”，至2月20日，该市已完成
骨干山塘改扩建1360口， 超任务计划
36%，完成投资9700多万元。 根据测算，
已完成“升级”的骨干山塘新增蓄水量
1500万方，较原来扩大70%，可改善灌
溉面积12万亩。

本报2月24日讯（通讯员 刘佩 任黎明
记者 蒋剑平）2月20日清晨， 在邵阳市
大祥区檀江乡台上村永绿翔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蔬菜基地里，一辆农产品配
送直销车正在装运鲜菜。 公司负责人石
远齐告诉记者，这个蔬菜基地是大祥区
通过农综开发扶持建设的“菜篮子”之
一。 3年前，区农业综合开发部门对这里
的中低产田进行改造后， 公司流转了
700多亩地种植蔬菜，每天销往城里，供
不应求。

大祥区蔬菜生产条件优越。 近几
年，该区在农业综合开发中，按照“土地
综合治理＋农业产业化建设” 的思路，
以加强和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重点，积极扶持优
质蔬菜基地和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建设，
搞活了城郊农业， 做大了城市“菜园
子”。

为推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大
祥区对涉农资金进行捆绑使用，配套完
善基础设施、改善土地利用结构、提高

土地利用水平。 特别是水利、 道路、产
业、能源、技术培训等配套跟进，实现了
田间有道、地边有沟、路边有渠和村民
有技术，为规模化经营、机械化耕作创
造条件，吸引许多公司和种养大户去流
转土地。

近年来， 大祥区实施中低产田
改造项目3个， 共整理土地1.33万
亩，引进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将项目
区建成大型优质蔬菜示范基地。 长
玉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檀江乡沉

水村流转土地600亩，投资700余万，种
植优质蔬菜。 永绿翔公司除在台上村流
转700多亩地种植蔬菜外， 在农业综合
开发资金扶持下，还组建了无公害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 带动周边农户种菜，
其基地总规模达到了3000多亩。

岳阳千口骨干山塘“升级”

大祥区做大城市“菜篮子”

长沙拟建11个
专业市场群

本报2月24日讯 （记者 吴希 ）近日，长沙市商务局、长
沙市城乡规划局公布了《长沙市专业市场布局规划批前公
示》， 拟在长沙绕城高速周边及外围地区规划11个专业市
场群。

本次规划所称专业市场分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
场，均为批发购销为主的大型交易市场，不包括零售市场。 消
费品市场中的黄兴镇、跳马镇、莲花镇、镇头镇等4个市场群将
成为农产品交易市场，主要经营无公害蔬菜、绿色食品、花卉
苗木、农用机械等；望城经开区、金霞经开区、丁字、空港、金
洲、安沙镇、永安镇等市场群将成为工业品交易市场，主营建
材、化工、家居、日用小商品、纺织服装和文化体育产品。 此外，
安沙镇、 望城经开区还具备生产资料市场功能， 主营农用机
械、工程机械和钢材，其中，望城经开区市场群内还拟规划两
个物流园和一个采购中心。

本次规划综合考虑交通、物流、产业、生态等主要因素。 根
据该批前公示的布局规划图，安沙、金霞、望城经开区、跳马
镇、黄兴镇等5个专业市场群将被一条环形快速路串联起。 安
沙和跳马镇市场群由一条南北走向高速路串联， 并与快速路
相交。

平江建我省首个
薄壳地质博物馆

本报2月24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魏悦来）
今天， 平江石牛寨国家地质公园薄壳地质博物馆土建
工程招投标开标， 湖南湘禹水电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竞
得此项目。 中航规划建设长沙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刘
武介绍，该馆采用薄壳建筑（利用龟壳结构原理进行设
计，呈拱形，用料少，跨度大，坚固耐用），是我省首个薄
壳地质博物馆。

石牛寨国家地质公园位于湘鄂赣3省交界处的平江
县，是国内大型丹霞地貌群落之一。经专家设计和论证，
石牛寨薄壳地质博物馆形如“馒头加牛背”，建筑实体高
15米，建筑面积2800余平方米；馆内将设地史演化、地
质矿物、实物标本厅以及4D影院系统，具有科普教育、
旅游休闲、地质研究、宣传展示等功能。项目总投资约
2800万元，预计在今年10月建成。

梅溪湖灯光节圆满落幕
本报2月24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文艳）2014长沙市梅

溪湖国际灯光节暨元宵灯会于2月23日闭幕，很多市民趁着周
末，携家人伴侣早早来到梅溪湖游玩，在庙会品尝各种小吃，
等待欣赏夜幕中各种华美的灯光作品、 主会场的各种文艺演
出和花车巡游表演。

2014梅溪湖国际灯光节暨元宵灯会以“创造、创新、创意”
为主题全面展开， 为长沙市民带来了一场热闹喜庆的新春体
验，创造了新颖的过年方式。 春节来梅溪湖看灯，已经成为长
沙乃至全省市民竞相参与的春节新习俗。 在本届灯光节中，展
现梅溪湖未来蓝图的大型灯光组“西拓”，还原国画大师徐悲
鸿大作的仿真作品“八骏图”，独具欧洲街头古典风情的灯珠
带“流光溢彩”，以灯光作品形式微缩呈现的“世界最性感建
筑”———梅溪湖“中国结步行桥”等近50组灯光作品无不融入
创意元素；亚洲最大3D楼宇投影创意秀，以唯美而震撼的高科
技视听盛宴，点亮璀璨梅溪湖；长沙首次引进的香港迪士尼概
念夜景花车，以绚丽浪漫的灯光和载歌载舞的互动表演，让市
民游客大饱眼福；元宵节情人节双节奉上万人祈福仪式“爱的
牵手礼”，千对情侣踏上“2.14公里纯爱之路”，放灯祈福。 灯光
节的几大主题活动缤纷上演，无不将时尚与创意，科技与创新
完美融入梅溪湖。 此外，今年的灯光作品仍然秉承资源节约的

“两型理念”，所有灯光以LED节能灯为主。 这种冷光技术相对
传统灯展节能70%以上。

本届灯光节从2月4日到23日，共持续20天。 据初步统计，
参观人数超过100万人次。

张花高速
“串活”大西南旅游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近
日，记者在张家界———重庆·武隆双遗产旅游产品线路
推介会上了解到，张花高速开通后，这条连接张家界至
重庆的西南大通道，“串活” 了整个武陵山区及大西南
旅游。川渝黔3省（市）到张家界自驾游的游客日益增
多，每3辆自驾游小车就有1辆来自这3个省（市）。

“东到长沙，西至重庆、成都，沿线各大旅游目的地都
被串联起来，这条旅游线路资源丰富，品质好，价值高。”
业内专家表示，现在张家界至重庆仅6小时车程，沿途著
名旅游景区张家界武陵源、天门山、猛洞河漂流、边城茶
峒、矮寨大桥、重庆武隆、酉阳桃花源等，自春节黄金周以
来，旅游接待规模和收入均实现双增长。重庆市武隆县，
是该市唯一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级景区。主要景区
有天生三硚、龙水峡地缝、芙蓉洞、仙女山等。2014年，张
家界和武隆县两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国家5A级景区，借
助张花高速拉通契机，重推“张家界———重庆·武隆”5A
高品质游览线， 携手打造中国大西南地区世界自然遗产
旅游品牌。

本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张安娜

“我活着，就是为了非遗!”2月
19日， 桑植县身患癌症的民间老
艺人陈才学， 将凝聚了毕生心血
的两大箱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材
料及一摞白族歌舞道具， 亲手交
给了桑植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心，感动了现场所有人。

“把桑植古老的民间文艺一
代一代传承下去， 是我做了多年
的‘非遗’梦。 ”陈老今年68岁，是
桑植县马合口乡梭子丘村土生土
长的白族汉子。 虽只有小学文化，
从小却酷爱民间文艺。 自担任乡
文化专干后，便与“非遗”结下了
不解之缘。 30多年来，他培训文艺
骨干2000多人次， 创作文艺节目
500多个，组织白族“仗鼓舞”、“霸
王鞭” 等歌舞演唱队下乡演出
1900多场次，先后组建了“汉戏”、

“阳戏”、“花灯戏”和“傩戏”四个
戏班子， 在全县各地和周边市县
传播桑植歌舞和戏剧文化。 2010
年，陈才学被批准为市、县“傩戏”
传承人。

“陈老师一门心思扑在‘非遗’
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上，只要晓得哪
里有民间艺人，不管多远，都亲身前
往，不辞辛劳。 ”老人的徒弟向彩虹
告诉记者，他起早贪黑，冒着雨雪风
霜向谷晁芹、向益仁等数10位民间
老艺人拜师求教，抢救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两年前，老人查出患上癌
症，医院告之不能奔波劳累。可当他
知道该县桥自湾乡岩塔村有个民
间艺人佘秋林傩愿戏唱得好，他不
顾家人反对，翻山越岭，登门拜访，
贴身求教一个星期，获得了极其宝
贵的傩戏资料。

自被查出癌症后， 陈才学变
得更忙碌了，为早日实现“非遗”
梦，更好地传承“非遗”，两年来，

他共整理记录资料270多万字，其
中桑植傩戏18万字， 白族三元傩
11万字，民间故事50多个，民间小
调500多首，民间谚语200多条，各
类对联1000多副， 大小剧本100
多个。 傩戏资料已被编纂成《桑植
傩戏演本》公开发行。

“把这些资料都交给你们，
我也就安心了，这辈子没白活 !”
当天上午陈才学本该前往医院
接受手术，但癌症晚期的他担心
自己再也醒不来，执意要求徒弟
向彩虹陪他一起，将这些宝贵的
文字、艺术道具等资料赠送给该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以了却
自己的心愿。

正是在陈才学等无私奉献的
民间艺人的努力下， 桑植县的“非
遗”文化才大放异彩：拥有2个国家
级项目、5个省级项目、13个市级项
目，52个国家级及省市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

陈才学的“非遗”梦

2月24日， 宁远县工商执法人员在检查农资。 眼下正值农资销售旺季， 该县加强农资专项检查， 净化农
资市场， 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骆力军 黄建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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