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4日，演员在进行民俗游街文艺表演。当天下午，“请来都正街，欢乐闹元宵”主题庙会活动，在长沙市芙蓉区都正街历史文
化街区热闹开场。 李健 欧阳倩 摄影报道

3月3日， 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文源社
区开展“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为在附
近工作的环卫工人送上汤圆和慰问物资。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于兴 摄影报道

张家界 小雨转雨夹雪 3℃～8℃

吉首市 小雨 4℃～8℃
岳阳市 雨夹雪 3℃～6℃
常德市 阵雨转小雨 2℃～8℃
益阳市 小雨 3℃～7℃

怀化市 小雨 2℃～7℃
娄底市 小雨 2℃～8℃
邵阳市 小雨 2℃～7℃
湘潭市 小雨 3℃～9℃

株洲市 小雨 3℃～8℃
永州市 中雨转小雨 4℃～8℃
衡阳市 小雨 5℃～10℃
郴州市 中雨 6℃～8℃

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明天阴天有小雨
北风 2级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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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睿 徐慧）“坚持创新发展， 狠抓项目建
设，着力转型升级，强化民生保障，加快城
乡统筹，为全面实现‘二次创业’目标奠定
坚实基础。” 在湘潭经开区昨天召开的
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上， 该区党工委书记
喻湘提出了今年的经济工作设想。

去年，该区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401.6亿
元，同比增长33.1%；完成工业总产值850.4

亿元，增长44%，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87.9亿
元，增长26.6%。同时，该园区的泰富重工、吉
利等多家企业跻身全省“百亿企业俱乐部”。

今年， 湘潭经开区将围绕加快产业升
级这一主题， 全力打造以吉利汽车为龙头
的过500亿汽车产业集群和以泰富重工为
龙头的过500亿装备产业集群。 重点加快
海景、英伦自主品牌研发和升级换代，扩大
市场份额，支持吉利微公交、甲醇新能源车

推广使用； 做好泰富重装外协配套厂家产
业园项目规划和建设， 依托企业联谊会平
台，加强区内配套企业对接，实现区内配套
最大化。同时，发挥院士工作站、湘潭·大学
科技园、“泰富重装湘潭大学研究院” 等平
台作用， 依托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优势，引导园区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产品
升级和品牌创建。

为实现今年该区技工贸总收入1560亿

元，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的经济目标，该区
还将重点引进现代物流、总部经济、汽车服
务、金融服务外包、软件服务外包、教育培训
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邹仪 刘跃兵
通讯员 李光平 唐世日）近日，江华县同丰
粮油食品公司、 彭罗源食用菌合作社生产
的粮油和食用菌分别获得国家有机农产品
认证。到目前，该县已有江华苦茶、瑶山雪
梨、 瑶珍大米等61个农产品通过“三品一
标”认证，种植面积达16万亩。10个农产品
商标被评为“湖南省著名商标”。

据该县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唐志强介
绍, 在绿色生态农业的强力推动下，2014年
全县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7013元，
比上年增长12.5%，跑赢了GDP增幅。全县小
康实现程度提升10个百分点，达到84.5%。

近年来，该县依托土地信托，推动绿色
生态农业基地建设。 大力推广使用生物有
机肥料和无公害栽培管理技术， 规范农业

生产。全县流转土地25万亩，建成以万亩优
质烟草、万亩有机果茶、万亩无公害蔬菜、万
亩优质水稻、万亩优质玉米为主的5个“万字
号” 绿色生态农业产业基地。 在湘江乡、界
牌乡等乡镇，开发杜仲、厚朴等10万亩中药
材和万亩油茶基地。 建成1000万袋食用菌
基地。并通过扶持、重奖等，培育果蔬、特种
养殖、食用菌等专业合作社40多家，发展绿

色农产品加工企业343家， 带动10多万农民
成为农业产业工人，在家门口就业。

“原来这是一片荒地，杨氏果业公司流
转后， 全村每年土地流转费每户进账1758
元。”该县白芒营镇二坝村民奉秀甫高兴地
对记者说。在该县，像杨氏果业公司这样的
大型农业企业有10家，带动基地周边村寨6
万农民就业。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王晗）今天
上午，全国道德模范廖月娥、任菲莉，全国
“最美志愿者” 孟繁英等20多位“长沙好
人”， 相约来到长沙市岳麓区坪塘街道廖
月娥敬老院，与孤寡老人欢聚一堂，共庆
元宵佳节。

演员们精心编排了独角花鼓戏《我们村里

的廖月娥》、长沙评书《伟大的母爱》、诗歌朗诵
《爱可以如此繁华》等文艺节目，向“长沙好人”
致敬，台下响起阵阵掌声。因见义勇为而落下
残疾的“中国好人”谢芳老人高兴地说：“圆圆
的元宵代表团圆， 这么多人一起过元宵节，就
像一家人吃团圆饭，心里很温暖。”

廖月娥是岳麓区坪塘街道的一名普

通妇女，自上世纪80年代始，她开始收留
和赡养与其无亲无故的老人，30年如一
日，无怨无悔，先后荣获省级“助残先进个
人”、“孝敬父母好子女”和“学雷锋标兵”
等称号。2013年， 廖月娥被评为第四届全
国道德模范。去年11月，我省首家以全国
道德模范名字命名的养老院———廖月娥

敬老院正式启用，免费收养孤寡老人。
有“雷锋故乡”之称的长沙市，近年来

涌现出一批在全国、全省有重大影响的道
德典型。 今年元宵节恰逢学雷锋纪念日，
以“长沙好人元宵有约，我们一起来过节”
为主题，长沙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主办了此次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陈代广 易君志

50行彩旗迎风飘扬，20排灯谜平行悬
挂。3月4日上午，麻阳图书馆门前，在经典
音乐优美的旋律中，拉开了“欢喜元宵节，
灯谜喜乐汇”灯谜竞猜活动的序幕。历时3
个小时的活动中， 近千名灯谜爱好者徜徉
其中，流连忘返。

活动现场，“成语类”、“植物类”、“动物
类”、“字谜类”和“物品类”等共500条灯谜，
灯谜爱好者沉思谜底，对猜谜底，欣喜兑奖
等场面犹如一道文化风景线。

一位老人目视着“山东消息？”这条灯
谜， 仔细琢磨了很久， 便大声说出了答案

“鲁迅”，不少人恍然大悟，纷纷竖起了大拇
指。

该县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鲁鸿告诉记
者，在温馨与书香铸成的圣地，灯谜们欢聚一
堂，共迎元宵佳节，不仅感受了传统文化熏陶，
也让居民们体验过节的热闹与欢乐。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欧阳倩 曹雪
范波）今日，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在都
正街为市民准备了场年味十足的元宵盛宴：
龙舞狮队时而腾空高跃、时而四足滚球，“财
神爷”街口迎来送往，糖画、糖油粑粑、臭豆
腐等特色小吃引得市民驻足，“洋洋寻宝记”
游戏则让市民穿梭在街头巷尾。

庙会既要好吃好看，也要好玩好乐。

此次庙会活动涵盖文艺表演、 传统特色
小吃、民俗游艺节目三大主题，市民可赏
着表演、尝着小吃、玩着游戏，热热闹闹
把节过。 市民秦珍元举起一个黑白相间
的收纳盒，“你看，这是我参加‘洋洋寻宝
记’的战利品。”参加这个活动，市民可凭
寻宝图到相应门店答题闯关来获得印
章，集齐10个印章就可以兑换收纳盒、相

框、水果篮等奖品。
香甜粘牙的糖粑粑、 晶莹发亮的画糖

画、香酥可口的炸春卷，庙会街道两旁，俨
然像个夜市。在东庆街101号开小吃店的彭
长根受藩后街社区的邀请，下午2点到都正
街摆起糖油粑粑的小摊。“今天人可真多。
我在店里一天只能卖千来个， 在这不到两
个小时，就卖了500多个。”

陶芳芳 徐拓 王美玲

“谢娭毑，我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红烧
豆腐，要多吃点啊 !”在长沙市赤岭路街道
广厦新村社区居民谢云英老人家中， 彭海
英端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了谢老手中。

谢云英老人今年94岁， 是解放前参加
过长沙保卫战的女兵。老伴过世后，喜清静
的她一直独居。 随着年纪渐老，2000年开
始，谢老逐渐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孝顺的
儿女多次要接走她，但她死活不肯，硬是要
一个人过，子女们犯难了。

就在这时，邻居彭海英站了出来，主动

提出由她来照顾谢老的生活起居。
今年55岁的彭海英， 与谢老是楼上楼

下的邻里关系。当时还在上班的她认为，自
己工作较为自由，和谢老又挨得近，照料谢
老有时间、也方便。

此后， 彭海英就成了谢老的“专职保
姆”。刚开始，由于对谢老的生活习惯没掌握
“火候”，尽管彭海英尽心尽力，但老人时常
“闹情绪”。彭海英很伤心，家人也埋怨她自
找苦吃，再加上邻居的闲言碎语，她也曾想

打“退堂鼓”。但一想到老人曾为国家作过贡
献，看到老人无助的眼神，她又心软了。

照料时间久了， 彭海英逐渐摸透了老
人的生活习惯：买菜专捡老人喜欢吃的买，
并按照她的口味做；老人爱干净，她就隔天
为老人洗澡，把她弄得清清爽爽；老人军旅
出身爱看战争片，她就帮着“调频道”；老人
感冒不舒服，又不愿去医院，她便使出“土
方子”，使她很快康复……老人对彭海英越
来越依赖。

在彭海英的精心照顾下， 老人的身体
和精神状况越来越好。“彭姨真的是用心在
照顾老人咧。刚开始我们以为她在‘作秀’，
还在‘看戏’，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
在坚持，真的不容易！”过去对彭海英的做
法有质疑的邻居们，如今纷纷改变了看法。

面对老人子女和邻居的点赞， 彭海英
满脸谦和：“老人过去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浴血奋战， 能有幸在她的晚年做点事真
的很开心，我还会继续下去。”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吴勇兵）
“这里的空气能洗肺， 来了一次又一次， 每次都不想
走!”3月3日， 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金鞭溪景点春花
绽放，处处清新绿韵，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青春游，来
自河北的游客朱先生意犹未尽， 在微信朋友圈里配图
发布：“洗肺，就来张家界。”

远离雾霾、向往天蓝气清成为时尚。早在2013年
雾霾来袭，中国104个城市成了“重灾区”，当时网络盘
点国内空气质量达到优秀的城市， 仅7座城市上榜，堪
称“最适合洗肺”的城市，张家界榜上有名。

张家界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生态资源， 森林覆盖
率、水系水域功能达标率、城区及景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核心景区、宝峰湖景区空
气质量优良率达100%，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
量超过10万个， 被称之为中国最大的“氧吧俱乐部”。
2014年，张家界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88天，优良率
83.56%。

今年，张家界以“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绿色的
食品”为依托，推行核心景区一票4天有效和298元/人
次的年票政策，推介“赏峰林山水,享清新绿韵”旅游产
品，广受青睐，仅春节7天长假各大景区共接待海内外
游客62.64万人次。数据显示，2月下旬以来，到张家界
的北方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 其中80%是城
市居民。 通过市场调查，100%的游客对这里的空气质
量表示满意，北方旅行商纷纷前来张家界踩线，有意作
为康体疗养游的首选地。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杨坚) 3月4日，新宁县文化旅游领导小组出台了《崀山
旅游宣传营销奖励办法》。崀山青年旅行社总经理王丽
莲一脸兴奋地说，这奖太给力了，今年我要组织更多的
游客来看崀山。

据悉，《崀山旅游宣传营销奖励办法》共设置旅行社
营业网点设立奖、旅行社市场促销奖、旅游专项奖、省外
市场开拓奖、旅游排名奖五类奖。凡全国著名旅行社在
新宁设立分社或营业网点开展地接业务，且当年（考核
年度）地接量达到1000人次的，一次性给予奖励50000
元。对旅行社招揽国内游客，根据实际购票人数实行累
进分级分段计奖。 对一次性组织自驾车在30辆以上，游
客在100人以上，且在新宁境内住宿1晚以上的单位或个
人，除享受崀山景区给予的门票政策外，再给予3000元
的奖励；达到50辆以上，游客在200人以上，给予6000元
奖励；同一单位或个人全年在同一客源市场组织多趟自
驾游车队来崀山旅游， 从第二趟起每趟另行奖励2000
元。对在崀山景区全年接待游客量（以实际购票人数为
准）排名前五名并达到3000人基数的地接旅行社，分别
奖励8万元、6万元、4万元、2万元、1万元。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孙荻
王相辉）3月3日8时30分，由岳阳市文明办、岳阳市志
愿服务联合会主办的全新创意公益项目———“公益格
子铺·公益阅读吧”启动，“岳阳志愿服务网”同时开启。

公益格子铺是岳阳公益组织的宣传平台、 公益产
品的交易平台、爱心捐赠的换购平台,收集了部分智障
人士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的剪纸和串珠等作品， 还展
示了作品主人的家庭情况、困难和心愿，以激发市民携
手帮扶。岳阳市市长盛荣华当天走进这里，认领了20岁
的智力二级智障人士古斌“想有一台电脑”的心愿。

公益阅读吧拥有32000册书籍，全部是岳阳市新华
书店最新、最畅销的书籍，该书店将拿出营业收入的20%
做公益。市文明办负责人称，今年岳阳将在车站、码头、
医院等人流密集、需要等待的地方，拿出一面墙，陈列书
籍，营造阅读的氛围，让阅读成为市民的一种习惯。

转型升级 培育“百亿产业”
湘潭经开区全力打造两个“500亿产业集群”

生态农业 孵化“绿色工厂”
江华发展绿色农产品加工企业343家，吸纳10多万农民就业

去张家界，“洗”肺
2月下旬以来， 北方游客同比增长

30%以上

来崀山游,有奖

圆公益梦，“读书”
公益阅读吧亮相岳阳

元宵有约，“长沙好人”齐陪孤老过节

苗乡灯谜迎元宵

赏民俗，品小吃，玩“寻宝”
都正街主题庙会闹元宵

14年,义务干“专职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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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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 1040 1475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841 173 491493

7 38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2427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08
678
8308

2
23
207

2567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406
100379

325
277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5年3月4日 第2015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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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9556 元
08 1210 19 23 24 26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