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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
红。”自古荷花因其食用价值和出淤泥而
不染的高洁形象，深受人们喜爱，但也许
您并不知道，除了经济效益、观赏价值，
荷花还是一种能够深沉清洁土壤的“两
型”植物。为了积极响应“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号召，长沙市开福区今年把
具有多重效益的荷花种植， 作为农业生
产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新举措，截至4
月21日，已经完成荷花种植5000亩。

从1000亩到5000亩

每当到了夏季，沿长沙北二环两厢，

盛开的荷花散落田间， 是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而今年夏天开始，这些“绿点”将会
连成“绿带”，开福区苏托垸两厢已经完
成荷花种植5000亩，还有很多没有荷花
种植经验的农民也跃跃欲试。

开福区农水局局长李新民告诉记
者，苏托垸本就水源丰富，地势低洼，当
地人有种荷花的传统，往年的种植规模
约1000亩左右。今年采取政府引导、财
政补贴的方式， 对每一亩荷塘给予500
元补助（田主100元/亩， 承包种荷户
400元/亩），并在播种、养护、收割、销售
环节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帮助，苏托垸水
域范围计划种植荷花5000亩， 成为改
善生态效益，促进城乡品质提升的“荷
花走廊”。

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

在捞刀河街道中岭村， 贺志全正
挥舞着耙子在田间翻泥，52岁的他有
着20余年的种荷经验， 在去年40亩的
基础上， 他今年把规模扩大到了100
亩。他告诉记者，荷花、莲子、再加上一
部分的藕尖， 一亩田深耕细作一年能
有7000元收入，一年下种，可连收3到4
年，加之政府的帮扶和支持，他对
销售信心满满。

为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发展现代农业、特色农业。
今年开福区实施了“米袋子”工程，
鼓励大户、家庭农场承包经营抓好

粮食生产，稳定种粮面积3.7万亩。与蔬
菜基地签订了诚信责任书， 用“菜篮
子” 工程确保蔬菜质量安全和市场有
效供给。开福区副区长汤建尧介绍，今
年开福区对于符合“两型”要求的农业
产业，将重点给予指导，以“形成规模、
培育特色、打造亮点”为准则，推动农
业农村转型创新发展， 将传统农业发
展成都市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为
主的现代农业。

中华茶祖节·
南岳祭茶大典举行
传统祭茶仪式申报省级“非遗”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贵）今天
上午，南岳大庙正殿前坪旌旗招展、鼓乐齐鸣，由中华茶祖节
组委会、衡阳市政府主办的2016年“中华茶祖节·南岳祭茶大
典”在此隆重举行。传统祭茶大典庄重肃穆、文化气息浓郁，受
到游客好评。

春茶祭典是南岳一项古老的民间风俗，以祭祀先祖、祈求丰
年，自2007年起已连续举办9届。目前，丰富多彩的茶艺得以整
理，多年未闻的茶事活动得以呈现，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得以保护
传承。目前，南岳祭茶大典正在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岳区茶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寅介绍， 南岳云雾茶自唐代
以来就被列为贡品，南岳茶文化是南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依
照古法，春茶“开山”要先在茶园献果、敬献三牲、宣读祭文、礼
拜茶神、酒祭山神等。新茶要经过御街“天下牌坊”处、寿涧桥、
嘉应门，到大庙正殿前坪，再举行“醒狮点睛”、“开坛献爵”、

“宣读祭文”、“佛、道大师开光加持”等仪式。仪式庄严隆重，凸
显南岳地域和文化特色。

“记住美丽乡愁，筑梦美丽乡村”
“相约长沙最美乡村”活动启幕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记者 张颐佳）圆顶白墙的清真寺、
绿色无害的蔬菜田、 载歌载舞的节庆岛……昨天上午，2016

“相约长沙最美乡村”活动在开福区汉回村拉开帷幕。亲子家
庭、年轻情侣、时尚拍客热闹了这个美丽村庄。

“相约长沙最美乡村”活动由长沙市委、市政府主办，已连
续举办5年，成为长沙一大文化品牌，共吸引100万以上长沙市
民热情参与。今年，活动延续“记住美丽乡愁，筑梦美丽乡村”
主题，将推出长沙美丽乡村自驾游热门线路地图，举办“记住·
乡愁”首届长沙美丽乡村摄影大赛，开展“乡味·乡愁”长沙市
民福袋等一系列“乡里活动”。

汉回村位于开福区东北部沙坪小镇， 是长沙市唯一的少
数民族聚居村，山水相映，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近年来，该
村以独特资源优势， 将具有民族宗教特色的旅游休闲与农业
观光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先后获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湖南省特色旅游名村”等。

神农谷
获中国最具潜力景区品牌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唐李佳）今
天，从炎陵县传来喜讯，日前，2015中国旅游总评榜颁奖典礼
在云南丽江举行，该县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获评“中国最具潜
力景区品牌”，我省景区仅此一家获此殊荣。

2015年中国旅游总评榜评选活动参评对象涉及来自24个
省份的旅行社、景区、酒店、航空公司、旅游线路、旅游管理服
务机构和旅游从业者，经专业票选、专家评审和媒体终评，评
出了全国年度旅游行业优秀企业、线路、个人及目的地、最具
潜力景区品牌等。

神农谷又名桃源洞，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
家4A级景区，总面积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8.75%。境内有我
国华南、华中、华东交汇区系仅存的10万亩原始森林；有“亚洲氧
吧”之称的珠帘瀑布，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13万个；有

“湖南第一高峰”神农峰，海拔2115.2米；有“湖南第一高瀑”神农
飞瀑，落差235.2米；有植物王国“大熊猫”银杉，还有南方红豆杉、
黄腹角雉、云豹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03种。

长沙率先
超额完成合并村
3个月合并418个村，
现减至785个村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金慧 邹艳清）
到今天止，长沙率全省各市州之先超额完
成了合并村工作。历时3个月，完成合并村
418个，其中超额合并8个村，并村后，长沙
从1203个村减少到785个，减幅约34.7%。

今年1月份，长沙吹响了合并村的号
角。各区县（市）成立了工作小组，由各区
县(市)委书记亲自挂帅担任组长，科学合
理地制订方案。 为增加群众对新村的认
同感，增强新村的凝聚力，各区县（市）明
确财政拨付的村级运转经费， 按合并时
的村数和标准连续发放1至3年， 大部分
区县（市）都对每个合并村安排了5万至
10万的奖补资金，做好保障工作。同时，
各区县（市）采取多种针对性措施，积极
开展为民服务，原村卫生计生室、学校、
教学点等机构保持不变。

据介绍，各区县(市)从利于产业布局、
利于资源整合、 利于持续发展等方面，调
整新村规划， 确保新村有坚实的经济支
撑。如宁乡县煤炭坝镇充分利用新村合并
的契机，加速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产业发展布局转变；长沙县按照“强村带
弱村、大村带小村、富村带穷村”、“重点合
并党组织软弱涣散村、信访维稳问题突出
的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和空壳村”等思路
和原则，推进资源互补、并强整合。

泸溪“托餐制”
造福近3万农村学生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向晓玲 叶楠星）
“来，试试我家的腊肉，可好吃了。”4月20日，泸溪县合水镇新桥
小学的四年级学生向元昊高兴地和同学们推荐自己的午餐。这
是泸溪县新推行的“托餐制度”，改变过去单一的饼干加牛奶午
餐，而是按照每生每天4元钱，把营养午餐托付给家长，做到每
天至少一荤一素，让全县近3万名农村学生的午餐更营养。

据悉，该县将全县171所农村学校分成三个标段，实行“托
餐制度”供餐，中心完小、独立初中、九年制学校实行“课间营
养餐”，片村小、教学点实行“营养午餐”。全年每周实行三套供
餐方案，在供食品以牛奶、火腿肠、鸡蛋和面包等为主的同时，
加做了腊肉、鱼虾、生态蔬菜等土菜。“原来的牛奶和饼干比较
单调，现在配有腊肉、鱼虾、生态土菜，饭菜可比那些牛奶和饼
干可口多了！”合水镇横坡小学四年级学生张梦婷边吃生态营
养套边开心地说。

“荷花走廊”在崛起
———开福区探索发展都市农业

徐德荣 符小勇 刘思远

“你做我干儿子可以不啰？”4月22
日上午，躺在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
床上的86岁老人张子秀，拉着夏良糙的
手问道。

“姆妈……”夏良糙应声喊道，张子
秀满脸笑容。

其实，夏良糙与张子秀以前并不相
识，他们之间有一个特殊的故事。

4月21日早上， 衡阳市民夏良糙开
车上班途经西湖公园时，不慎将横穿马
路的张子秀撞倒在地。下车后，夏良糙
看到老人左脚血流不止，赶紧从车上找
来布条，对老人伤口进行包扎止血。

“老奶奶，我这就送你去医院！”进行
简单止血后，夏良糙准备送张子秀去医
院。但老人一把拦住他，说：“你帮我包扎
好了，没事了，不用去医院！”

夏良糙执意将老人扶上车，把她送
到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治疗，
并交了2500元治疗费。然后，夏良糙拿
起手机，向交警报了案。

“检查确诊为老人左足内侧10厘
米皮肤软组织撕裂伤， 左足第五跖骨
和第五趾骨骨折。” 医生告诉夏良糙，
因老人年纪大、 创口较大， 易发生感
染， 须及时进行手术清创并用石膏固
定伤处。

“你赚钱不容易，不要乱花钱，我不
要动手术，也不要住院，回去慢慢养就
好了。”得知夏良糙家并不富裕，而治疗
须花费好几万元， 张子秀情绪十分激
动，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

不久，夏良糙的妻子周玉平闻讯赶
来，她哭着恳求：“奶奶，我求你了，你就
让医生给你动手术吧，不能再拖了。”

老人始终不愿签字，又记不清子女
电话和住址，手术只能暂时延后。但老
人得不到及时治疗， 一旦发生感染，后
果会很严重。赶到医院处置交通事故的
交警得知情况，主动提出帮忙寻找老人
家属，可找了3个多小时，还是没找到相
关信息。

“不能再空耗下去了，治疗容不得
拖延，我得想个办法！”夏良糙用手机给

老人拍了张照片， 急冲冲走出了医院。
他来到一家打印店， 印制了厚厚一叠
“寻人启事”，托人到事发地点附近张贴。

“寻人启事”还没贴完，医院传来好
消息，医院一名护工认识张子秀。在护
工帮助下，终于联系上了老人的儿子王
振湘。

原本火冒三丈冲进医院的王振湘，
一进门便看到夏良糙在给老人削苹果，
得知原委后，顿时怒气全消，心里感动
不已。

“不要为难他，他也不是故意的。我
上了年纪，耳朵不好使，过马路没注意。”
张子秀简单一句话，得到在场所有人称
赞。

在大家劝导下，张子秀于21日晚做
了手术。目前，夏良糙已在医院交医药
费1万余元。王振湘说，考虑到夏家经济
状况，自己兄弟姊妹愿意承担接下来还
需要的医药费。

一场车祸， 张子秀多了一个儿子。
夏良糙说，自己也“因祸得福”，“不仅认
了一个干妈，还多了几个兄弟姐妹”。

一场车祸“撞”出大感动———

八旬老人“因祸得子”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4月 24日

第 2016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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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 1040 5980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870 173 150510

4 0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4月24日 第2016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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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7957846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9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4 30683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98
55777

1159252
8536837

29
2218
43829
327277

3000
200
10
5

1420 25 26 27 30

长沙高校举行大学生职场礼仪风采比赛
4月24日上午， 参赛大学生进行模拟职场情景比赛。 当天， 长沙高校大学生职场礼仪风采比赛总决赛在中南大学校本部立

言厅举行， 来自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10名大学生进入了最后阶段的角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沅江
超额完成并村任务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孙殉华 黄小
娟 杨军）近日，沅江市草尾镇的和平村、
幸福村、乐华村平稳并村。至4月20日，该
市完成了66个村的合并。 按照省里的要
求， 沅江市这次并村的任务是减少65个
行政村，减幅30%。

沅江市由于沅江水系复杂， 湖泊众
多，并村工作有一定难度。为完成好并村
任务，今年2月份，沅江市委书记邓宗祥
任并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成立了组织、
民政、财政、经管、审计等部门牵头的6个
工作小分队。该市充分考虑了地理特性、
历史沿革、发展规划等因素，科学制定了

“一村一策” 的具体工作措施和工作预
案。经过并村整合，原来一些历史遗留问
题得到解决。仅土地一项，全市共解决了

“插花地”、“飞地” 和湖洲荒地到村到户
问题， 预计全市耕地面积经确权颁证后
将增加上千亩。

在并村过程中， 沅江市还注重地域
文化的挖掘，恢复和保留特色地名。

� � � �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陈永
刚 通讯员 周睿然 ）昨天下午，湘江阅
读季“品质长沙·书香地铁”大型活动
在长沙五一广场地铁站启动， 全国首
家“地铁书院”也于当天亮相溁湾镇地
铁站，它通过“图片+影像+互动”，展
现了数千年来湖湘文化及图书的发展
变迁。著名作家、省作协主席王跃文和
大家分享读书心得， 并向市民推荐了
10本湘人好书。

“书香地铁”活动由长沙市委宣传
部 、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等共同主
办。 活动现场， 主办方派送了两万份
长沙书香地图， 书迷朋友可以“按图
索骥”，找到长沙图书馆总馆与分馆、
6个地铁自助图书馆 、14家长沙特色
书店等。

对此次“品质长沙·书香地铁”活
动， 王跃文欣然参加， 还担任了年度
“书香地铁推广大使”。 相对于现在很

多年轻人倾向于碎片化、轻质化阅读，
王跃文说，他更喜欢读纸质书，尤其是
经典著作。活动现场，王跃文向读者推
荐了10本湘人好书，包括沈从文的《边
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唐浩明的
《曾国藩》、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古华
的《芙蓉镇》、残雪的《残雪小说集》、阎
真的《活着之上》、汤素兰的《笨狼的故
事》、刘年的诗集《远》以及他自己的作
品《爱历元年》。

全国首家“地铁书院”亮相长沙
王跃文推荐10本湘人好书

张家界茶企
联手发展高山富硒茶
将惠及1.5万多茶农

湖南日报4月24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欧媛)4月23日，张家界茶业龙头
企业御品茶叶挂牌成立， 并与境内西莲
茶业、云雾王茶业、龙鑫生态农业、白鹤
井茶业等12家茶叶基地企业签约， 共同
发展张家界高山优质富硒茶， 延伸产业
链，将惠及1.5万多茶农。

据悉，张家界组建茶叶龙头企业，并
与其他茶企联手发展高山富硒茶， 旨在
走茶旅结合、以旅促茶、以茶兴旅的茶旅
融合发展之路，推进标准茶园建设、茶业
规模化发展，建立区域内茶叶产业生产、
加工、销售统一标准，推进茶饮料、茶食
品、茶保健品、茶日化品、茶工艺品等开
发，打造武陵山片区、大湘西片区国际茶
文化中心和茶叶流通交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