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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王继云 周晓鹏）3月21日，溆
浦县新建的灵翠山公园，柳芽抽绿，山花
绽放， 绿树成荫， 许多游客边散步边观
景。在越南工作了4年回到溆浦县城的沈
林玉深有感触地说：“城中‘补’绿、城边
‘添’景，县城真的是越‘长’越美了。”

前些年，溆浦县城群众反映，县城的
楼层高了，房子多了，但文化休闲场所不
多，美化亮化亟待加强。针对这一情况，

2013年，溆浦县委、县政府把加快县城综
合提质改造作为民生保障的大事来抓，
加大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多措并举
加快县城变化。当年，位于县城繁华地段
的商都宾馆在爆破声中倒下， 引起了市
民的高度关注：这个地方休闲绿地少，适
宜修建休闲绿地……县委、 县政府顺应
民意，作出了“不建高楼‘补’绿地”的决
定，赢得了市民的“点赞”。

今年春节前，该县又投入2400万元，

启动了沿河两岸亮化工程。 重点为溆水
两岸防洪堤岸，沿河建筑立面、广场、大
桥安装智能控制的洗墙灯、 点射灯等节
能灯具，打造“节日炫跑”、“光速聚焦”等
景致。每每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溆水两
岸流光溢彩，尽展繁华，老县城瞬间
变成了“新都市”。

随着城边景点的增加， 县城越
“长”越大，越来越漂亮，城区建成面
积已达13.5平方公里。 该县一些在外

打工的年轻人逛完县城的灵翠山公园、
长乐坊防洪大堤、洛阳桥广场、屈原文化
广场后，纷纷选择在溆浦县城购买新房，
安家定居。

�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向云峰 刘乘风 ） 人勤
春来早，春早人更勤。今天清晨，绥宁县
河口苗族乡联溪村千亩油茶基地一派
繁忙，村民们在新平整出的梯土上栽种
油茶树苗。在现场进行技术指导的县林
业局高级工程师匡樟青介绍，这个油茶
基地面积1068亩，今春将栽种良种油茶

树苗8万株，7年进入盛产期后， 按每亩
收入6000元算，每年可为村民带来收入
640万元。

绥宁县是全省茶油集中产区， 原有
老油茶林15.4万亩。近年来，该县将发展
油茶产业作为百姓致富重要途径， 制定
了油茶林新造、 低改和良种培育补助与
奖励政策，每年整合资金500多万元进行

奖补。同时，以科技为引领，采取聘请专
家现场授课、选送人员外出培训、编发技
术资料等形式，推广高产油茶栽培技术，
实现油茶早实丰产。

通过多措并举，绥宁县油茶产业不
断做大做强。目前，全县已成立油茶专
业合作社15家，辐射带动46个村3100多
户农户参与油茶种植，累计完成油茶低

改7.6万多亩、新造3.1万多亩，高标准开
挖梯土示范基地造油茶林6203亩，建成
了武阳、 党坪和联溪3个千亩油茶特色
示范园。

目前，全县油茶林总面积达到19.12
万亩。最近，该县又引资5亿元建设绥宁
油茶产业园， 项目建成后可年产优质茶
油5万吨，年创产值30亿元。

永州：
全民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唐一平）“全
市上下要打赢这场攻坚战， 确保今年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2020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3月23日上午，永州市委书记陈
文浩在永州创建文明城市动员大会上坚定地说。

“我们将主打永州历史文化牌。永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是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优势，要把创建与擦亮永州历史文
化名片有机结合起来。让文明理念、文化意识体现在城市
的方方面面，把文化的记忆拉长，把文化的附着物留住。让
人们讲得出故事，勾得起回忆，记得住乡愁。”永州市委常
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创建办主任石艳萍说,� 永州将全力实
施“文化强市”战略，整合各类文化资源，统筹规划和建设
惠及全体市民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重点抓好科技馆、文
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市民中心等标志性建筑的建设，加强
市民公园、市民广场等重大公共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
化设施网络，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免费向社会开放；充分保护开发李达故居等红色资源和永
州八景、怀素故里、柳宗元纪念馆等文化遗迹和景点，体现
古色红色绿色人文景观，提升永州的城市魅力，激发广大
市民热爱城市、建设家乡的热情。

�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陈永
刚）“德国制造”是公认的工匠精神的代
表。 今天上午，“与世界一起创业———
2016年中德企业技术交流会”，在长沙
黄金创业园举行。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
带来20余个技术成果和项目， 与长沙
市本地中小企业代表、投资机构交流洽

谈。
本次活动由长沙市小微企业创业创

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交流会上，
中德企业代表推介了各自的产品和技术
需求， 并就意向合作项目进行了一对一
的交流洽谈，现场有2个项目完成了合作
签约。

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负责人、 湖南
中德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史蒂
芬·伯恩根表示， 德国制造业举世闻名，
湖南也是制造业大省， 双方在新能源汽
车及汽车新品种、高档数控装备、大型冶
金和矿山设备、 航空装备等领域有着广
泛的合作前景。

“荟荟的故事
让人心痛”
每天帮妈扫大街的乖乖女
引关注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姚学文）
“姚记者，谢谢你对我区荟荟同学的报道，
该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区教育局王青春局
长在看后，指示学校要进一步加强立德树
人、德育为首的教育工作。”今天，记者收
到长沙市雨花区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主任
苏继纯的短信， 对湖南日报3月19日报道
《12岁乖乖女， 每天帮妈扫大街》 给予肯
定。

这几天， 报道引起各界关注。200多
家各类网络媒体进行了转载，“新湖南”
的点击量达到近万次。

3月21日，即本周一清晨，荟荟所读
学校举行以“爱劳动、有孝心”为主题的
国旗下讲话， 校长张梅英号召全校向荟
荟学习。并决定建立德育特色教育模式，
倡导“三爱三节”（爱学习、爱劳动、爱祖
国，节水、节电、节粮），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并在全校开展美德少年推选
活动，每月推选一次。

“学校会力所能及解决荟荟和她家
里的一些困难。”张梅英说：“如果荟荟的
妹妹愿意转学到我们学校， 我们将尽力
解决。今年学校组织的春游活动，学校将
免费让荟荟参加。”

“荟荟的故事让人心痛，她身上的
许多优点又是目前很多小孩缺乏的，
诸如， 在家里主动分担家务、 照顾家
人、有孝心等等。”荟荟的班主任老师
张红说。

在了解到荟荟很期望有个娃娃后，
雅塘村社区主任熊静专门买了一个漂亮
的娃娃送给她。收到梦寐以求的娃娃，荟
荟开心地笑了。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李川

3月23日， 在郴州市北湖公园附近，
今年1月勇救落水妇女的维吾尔族青年
艾力·萨拉麦提的烤肉摊点前围满了市
民，有的对他竖起大拇指说：“亚克西！好
样的！”艾力·萨拉麦提憨厚地笑着，不好
意思地低下头。

2个月内， 郴州接连出现两次维汉青
年勇救落水妇女的事，经媒体报道，感动了
郴州市民，大家纷纷对他们的英勇行为点
赞。市民周小清从艾力·萨拉麦提手上接过
几串烤肉后，对记者说：“艾力服务态度好，
手艺也不错，我以前常来他的烧烤摊买羊
肉串。他们见义勇为，令人感动。阿布拉江

烧烤，真棒！”
另一位救人维吾尔族青年海比尔·

艾合麦提在苏仙区飞天山高椅岭景区卖
烧烤，他的事迹广为传播后，许多市民专
程赶到高椅岭买他烤的羊肉串。“救人
后，来高椅岭买羊肉串的人很多。”海比
尔腼腆地说，“原来我一天只卖400元，现
在卖到了2000多元。”一些市民还和他合
影留念。

不仅救人英雄的烤肉摊点“火”了，他
们所在的郴州阿布拉江烧烤公司其他烤
肉摊点的销量也持续上涨。在郴州市城区
西河沙滩公园一个摊点，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来买羊肉串的市民接近以往2倍。

阿布拉江烧烤公司总经理伊米尔阿
卜杜拉·乌加布敦拉说：“我们公司在郴

州有100余个烧烤摊点，平均每个摊点的
收入现在每天比以前翻了一番多。”

在郴州城区兴隆步行街， 市民陈女
士给儿子买了3串羊肉串，并向孩子讲述
了维吾尔族小伙子见义勇为的壮举。陈
女士说，特意买羊肉串给孩子吃，也是想
把维汉青年救人的故事讲给他听。

据了解，为保证烤羊肉串的品质和地
道口味，阿布拉江烧烤公司选用的羊都是
从新疆老家运过来的，在郴州有专门的羊
圈圈养。每天要宰杀10余只羊。现杀的羊
肉肉质鲜嫩。公司还针对郴州人爱吃辣的
特点，对羊肉腌制、调味做了改良。“整个
制作过程对于卫生有严格的要求，要让郴
州人吃到最地道、最放心的羊肉串。”伊米
尔阿卜杜拉·乌加布敦拉说。

安乡“税贷通”
助力小微企业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通讯员 李一)
“凭借纳税信用等级， 就可在邮政储蓄
银行贷款， 我们更新设备就更方便了。”
3月22日， 正在邮储银行办理贷款手续
的安乡县中意彩印负责人周勇高兴地
说。

中意彩印是安乡县一个小型企业，
员工不足百人， 年纳税额100万元左右，
在2015年安乡县国地税联合信用等级评
定行动中被评为B级。 据安乡县地税局
介绍， 以各项指标得分来评定纳税A、
B、 C、 D四个信用等级。 今年， 安乡县
国地税和安乡县邮政储蓄银行联合推出

“税贷通”， 纳税人信用等级达到B级就
可申请贷款。 根据上年纳税信用等级和
纳税额， 纳税人单笔最高贷款额度达
300万元。 国税、 地税、 邮储三方工作
人员联合上门宣传， 主动办理， 贷款快
速到位， 受到纳税人的欢迎。 目前， 安
乡县已经有20余户纳税人与邮政储蓄银
行达成贷款意向， 申请贷款总额达5000
余万元。

溆浦 县城蝶变 百姓宜居

绥宁 广种油茶 富民可期

报道之后

“高压电线杆
终于要搬走了”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李慧

“高压电线杆终于要搬走了， 这要感谢毛市长哦。”近
日，株洲市石峰区先锋小学1000余名师生终于松了一口气：
困扰学校20多年的4根高压电线杆要搬迁了。

电线杆为何困扰先锋小学20多年呢？原来，在上世纪90
年代，当地政府为了生产生活需要，架了一根10千伏的高压
电线，并跨校而过，在校区内留下4根近20米高的高压电线
杆。从此，学校师生多了一份担心和压力。老师带学生上户
外课都要十分小心，尤其是打雷、下雨天，生怕电到学生。几
年前，还出现过高压线掉落的情况。

去年教师节前夕，株洲市委副书记、市长毛腾飞与副市
长毛朝晖一行到先锋小学慰问，走到高压电线杆下时，市教
育局负责人报告了有关情况。毛腾飞停下脚步，仔细询问，
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当即嘱托随行的石峰区政
府领导尽快拿出解决方案。

随后，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经多次考察，最终商定了高压
电线入地的方案。经测算，实施这一方案需270余万元，巨额
的费用使改造计划不得不停了下来。

今年1月20日，毛腾飞追问此事，得知因费用问题进展
缓慢，当即拨通株洲供电公司负责人电话：“为教育解难题，
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我们都应该千方百计将
好事办好。”

相关部门再次现场办公， 几天后拿出一个新方案：4根
高压电线杆整体搬迁至校外，将所需费用降到最低。为尽快
启动改造，市政府还特批了部分项目经费。

今年3月15日， 高压电线杆搬迁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今
年4月底即可完成改造。

“阿布拉江烧烤，真棒”

德国“工匠精神”值得学
中德企业技术交流会在长举行

� � � �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任泽旺）日前，江永县文物
部门在该县兰溪瑶族乡大兴村古祠
堂———水龙祠内，发现大量壁画。经湖
南省文史馆、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考证，
初步认定这座祠堂及壁画建于明代万
历年间。

古时的勾蓝瑶民信仰诸天之帝、
神道、精灵等。水龙祠便是他们进行
祭祀诸神宗教活动的场所。水龙祠壁
画分别位于主殿前方右边的走廊、主

殿的正面及两个侧面的墙壁。祠堂年
久失修，仍存有162平方米壁画。壁画
共计5铺，第一幅记录的是“五猖神”
等各色人物共100多位，旗帜上有“敕
封水龙庙”等字样；第二、第三幅主要
绘有盘龙、麒麟等神兽；第四幅人物
最多、保存最为完整，分上、中、下三
组，画着具有鲜明的明代服饰特色的
人物500多位，旗帜上文字有“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三军号令”、“敕封
水龙庙”等；第五幅人物达400多位，

仪仗与第四铺类似。
据村中的石刻等史料记载，大兴村

与黄家村、 上村同属勾蓝瑶寨的一部
分， 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勾蓝瑶人祖居
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大量的明、清时
期民居， 沿袭着“洗泥节”、“瑶家女子
拳”等习俗。2012年，“洗泥节”入选第三
批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
年， 勾蓝瑶寨被国家住房和城乡保障
部、国家文物局列为第六批“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

江永勾蓝瑶寨发现明代壁画

� � � �江永勾蓝瑶寨发现的明代壁画。 任泽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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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9
99308

266
236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6年3月23日 第2016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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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8012 元
02 2906 10 11 13 17 24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3月 23日

第 2016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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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1040 304720

组选三 337 346 116602
组选六 0 173 0

6 44

溆浦 县城蝶变 百姓宜居

绥宁 广种油茶 富民可期

通讯员

千余人物墙上列
栩栩如生四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