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袁忠民 蒋志华）近日，永州市
零陵区凼底乡党委作出决定，对虚报项
目、 套取扶贫资金2万元的江边村党支
部原委员、村委会原主任滕章如，给予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将其套取的资金
收缴至乡财政。至此，零陵区审计局向
有关乡镇移送的涉嫌虚报扶贫项目、套
取扶贫资金的7条线索，已处理到位3案
5人，对其他违纪人员正在处理中。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陈新)今天，长
沙市芙蓉区环保局联合区教育局， 走进芙
蓉区育才一小， 采取公益组织常驻授课形
式，将环保知识融入中小学教育教学体系，
开启部门、 学校和公益组织三方合作新模

式，促进环保知识进课堂。据了解，芙蓉区
环保知识进课堂采取政府主导、学校支持、
公益先行的模式进行， 区环保部门选取资
质较好的环保公益宣讲组织， 对小学三四
年级的学生进行每月两次免费授课。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谌芳荣）3月29日， 由怀化市政府主
办，怀化市民政局、市文明办联合承办建设
的网上祭扫平台———中国清明网怀化馆正

式开通。即日起，市民通过电脑或手机，按要
求注册，就可免费建馆，在网上进行祭扫活
动。“让文明、绿色、节俭、平安祭祀成为清明
节的主趋势。”怀化市文明办负责人说。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胡志锋 ）“端正党风人人
有责， 反腐倡廉事事关心”“轻名淡
利人常乐，不占不贪全家兴”……近
日，临武县市民在乘坐公交车时，发

现以往车上五花八门的商业广告横
幅，被换成了廉政格言警句，让人耳
目一新。该县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临武城市公交如今成了廉政宣传的
“清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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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又是一年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近。
清明前夕的炎帝陵，显得格外庄重。

冒着绵绵春雨， 前来炎陵县炎帝陵祭祖
祈福的游人络绎不绝。与以往不同的是，
如今来炎帝陵的游人， 又多了一个缅怀
始祖的去处———神农园。

这是一座投资1亿余元建设的文化
园林。以盆景艺术为主体，以炎帝文化为
依托，以湖湘文化为特色，被誉为“三湘
第一盆景园”。

神农园面世， 使炎帝陵风景区第一
次形成了由公祭区（祭祀）、陵庙区（谒
陵）、缅怀区（神农园）组成的完整体系，
被视为缅怀始祖炎帝、 弘扬炎帝文化的
一大盛事。

一个倡议引出一大工程
位于炎陵县的炎帝陵，西汉有陵，唐

有奉祀，宋建陵庙，清定形制，当代整修，
享有“神州第一陵”的美誉。至神农园建
成前， 这里已建成以炎帝墓冢为核心的
陵庙区，以神农大殿为核心的公祭区，整
个格局严谨壮观。

但炎帝陵景区环境空旷， 仍留有充
足的建设空间。

2012年8月， 一位老同志拜谒炎帝
陵时，赠送了两盆红豆杉盆景，并倡议在

炎帝陵建设一个高档次的盆景园， 为老
祖宗尽一份孝心，为炎帝陵添一道风景。

倡议一出，得到各方积极回应。同年
12月，省政府领导主持召开炎帝陵神农
园建设专题会议， 正式决定建设炎帝陵
盆景园项目， 并确定省炎帝陵基金会和
炎陵县政府为建设主体单位， 由炎帝陵
基金会驻会副理事长邓德芳任工程项目
指挥长。

经精心选择，神农园定址于炎帝陵公
祭区福林以西、 洣水以南140亩区域。园
区确定为山水、园林风格，贯穿炎帝文化，
结合湖湘文化、陵园文化，以精品盆景展
示为主，打造盆景园新品牌。神农园规划
方案面向全国招标，邀请省及株洲市著名
文化、园林、规划专家共同研讨审议。

为保证工程建设顺利进行，省、株洲
市财政均拨出专款，全省其他市州也全部
认捐盆景，部分企业和个人捐助了资金。

2014年6月8日， 神农园工程正式
开工。

一群“子孙”奉献一腔赤诚
作为炎帝陵建设史上又一标志性工

程，神农园是全国第一家建在帝陵、以盆
景为主的文化园区。其“省内最好，全国
一流”的初始定位，使参与建设的“炎黄
子孙”们面临巨大压力。但大家都以参与
建设为荣。

省政府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并到
工地考察，确保工程高质量按期完成。

神农园建设过程中， 省炎帝陵基金
会理事长石玉珍不顾年事已高， 先后4
次到炎帝陵建设工地考察， 还不辞劳苦
走访全省各市州， 全力组织神农园盆景
捐赠。

省炎帝陵基金会驻会副理事长邓德
芳在七旬高龄时挑起建园指挥长重任，
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他与同事们一起遍
访著名盆景、园林专家，实地考察著名盆
景园，开工后又坚持“泡”在工地上。在
2015年夏天施工最紧张的日子里，他天
天不离工地，晒得面色黝黑。

作为炎帝陵新的标志性工程， 神农
园倾注着众多华夏儿女的心血和智慧。
从常年坚守工地的省炎帝陵基金会工作
人员，到省、株洲市著名文化人士，国内
顶级盆景大师， 对炎帝满怀虔诚的美术
教授，慷慨捐资的企业，现场施工的技术
人员和一身汗水的农民工， 大家莫不全
力以赴。

挖湖、筑岛、堆山，垒石、搬盆、植树，
搬运30万立方米土石方， 栽种3800
株绿化树， 铺下6万平方米草皮……
神农园建设快速推进。

一园美景招来一片惊叹
2015年11月2日， 神农园建成。

再经一年多精心养护，今年初，神农园正
式移交炎陵县政府管理，并被评为2016
年度全省园林绿化优质工程。

建成后的神农园，1000余盆盆景蔚
为壮观，4组大型雕塑意蕴悠长。

神农园盆景艺术充分吸收中华盆
景文化精华，又体现湖湘文化魅力。这
些盆景以“橘子洲头”“天下南岳”“巴
陵胜状”“桃源仙境”“武陵风光”“崀山
丹霞”“九嶷翠微”“邑有圣陵”等“潇湘
八景”为核心，再辅以众多较小盆景，
参差错落，美不胜收。其中体型最大的

“武陵风光”，盆长12米、高6米，体量为
目前国内盆景之最。

神农园雕塑由“神农教耕”“三母育
圣”“安寝龙宫”“炎帝儿女” 组成， 其中

“神农教耕”为主雕塑，雕塑上的神农形
象取自山东济宁出土的汉代画像石，这
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炎帝图像。

神农园开园后，受到游人追捧。大家
在惊叹之余， 认为神农园使炎帝陵更具
魅力， 必将吸引更多炎黄子孙来此寻根
问祖。

洪江市：
女儿节好戏连台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
讯员 周圣华 刘辉霞）黔阳古城女儿秀，欢乐如
海人如潮。3月30日， 洪江市举行中国·黔阳古
城2017“三月三”女儿节暨传统民俗文化节活
动，吸引上万人参加。

近年来，洪江市大力挖掘传统民俗文化资源，
发展文化旅游。 从2010年开始， 连续举办了7届

“三月三”节会活动，今年是第8届。节会从民间自
办转为政府主办，成为当地一个品牌性节会活动。

开幕式上，举行了中华女子成人礼大典，将
加笄、赐字、蘸酒、拜谢、聆训等程序进行得一丝
不苟。文艺表演则通过秦汉、唐宋、现代等情景
穿越，演绎黔阳女儿及黔阳古城的前世今生。

当天，万人同吃地荠蛋蒿菜饭，成为黔阳古
城内一道壮观的风景。300多桌地荠蛋蒿菜饭
席摆在古城街巷，宴请四方宾朋。古城内人山人
海，人们头戴荠花，笑语喧哗，围着四方桌高兴
地吃着地荠蛋、蒿菜饭及各种特色小吃。

节会为期2天。在黔阳古城中正门、万寿宫、
芙蓉楼等景区，举办了斗鸡表演、将军巡城、托
口弹腔、雪峰木偶戏、剪纸、汉服秀、舞龙狮等民
俗活动，让人目不暇接。在美食一条街，到处是
春卷、茄包、血粑、米豆腐等特色小吃，让游客们
流连忘返。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向晓玲 李常

3月30日，农历三月三，苗寨“挑葱节”
在泸溪县洗溪镇苗寨古村落芭蕉坪村举
行，来自沅陵、吉首、古丈等地2万多各族
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的新装赶来参与“挑葱
节”民俗活动，具有特色的民俗节目丰富
多彩，乐满山乡。

身着盛装的苗族姑娘和小伙们，敲长
鼓、迈舞步、唱山歌，2017年度“游苗寨胜
景，品民俗文化”三月三挑葱节拉开帷幕。
长号唢呐和锣鼓声中，苗老司、主持人、主
祭人、傩面队、香女队肃穆站立，沿溪边，
跳岩祭祀、放船扫瘟、杀鸡扫场，庄严的祈
福祭祀仪式带领游客穿越古今； 拦门敬
酒、地菜鸡蛋敬宾、百人长桌宴，八方来客
品味苗家风情；溪水上，游船撑排放歌惹
人眼；文化广场上，接龙安位、咬犁口、八
合鼓迎宾、龙狮共舞、喜傩欢、调年鼓、团

圆鼓舞、筷子舞、跳香舞接踵而至，吸引着
观众的眼球……

在村民眼里，苗寨“挑葱节”从“养在
深闺人未识”到“十里八乡人皆知”，政府
是个大功臣。

2000年，县民族事务局和梁家潭乡政
府点燃了“第一把火”，“三月三”挑葱节落
槌定音。2003年，中央电视台来到这里，拍
摄《走玩湘西之泸溪》；2008年，又成功举
办了三县市七乡镇涉边地区民族团结“三
月三” 苗族文化节；2014年举办了“三月
三”苗族民俗文化节……这一系列活动终
于让芭蕉坪苗寨“掀纱识闺人，名誉满四
方”。如今，当地苗族集聚区一种特有的舞
蹈———跳香，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2010年，芭蕉坪村被评为“湖南
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016年入选“全国
旅游扶贫重点村”“中国第四批传统村落”
名录。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小林 叶寒竹

三月三来春意浓，汝城畲乡过
大节。

3月30日，农历三月初三，汝城
县热水镇鼓乐喧天、人头攒动。温泉
文化园内，热气腾腾的98摄氏度温
泉旁， 穿着艳丽民族服饰的畲乡男
女老少正在举行民俗节庆活动，邀
请八方来客一同赏春祈福。

上午10时30分， 伴随着铿锵
有力、节奏欢快的鼓声，畲族同胞
唱着迎宾山歌， 为游客奉上拦门
酒，挂上香包，欢迎各方宾客走进
欢腾畲乡。同时，畲族民俗，非物质
文化遗产———舞春牛正在上演。牛
耕是畲族赖以为生的农耕方式，每
逢早春时节， 畲族同胞与牛共舞，

播种春天的希望。
春牛舞罢，温泉蛋开煮。4名畲

族阿妹将4个竹篮放足鸡蛋， 配以
荠菜、艾蒿、茶叶、当归等佐料，放
入高温池。

温泉蛋在煮， 歌舞表演不停。
热水河两岸，畲族男女尽情对唱山
歌。另一旁，24名厨师和72名志愿
者正在为长龙宴作准备。大家将大
禾稻米饭倒入特制石臼内，用木制
冲锤捶捣，再集体制作1个直径2.6
米、边缘厚度6厘米、中间厚度50
厘米的超大大禾米糍。

长龙宴沿河摆开，大家临河宴
饮，觥筹交错，十分壮观。据了解，
为打造温泉文化旅游品牌，汝城县
将“三月三”作为固定节会活动长
期办下去，今年是第3次举办。当天
赶来参加节会的游客，有1万多人。

资兴清明时节送“清廉”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何婧 黄湘红）

清明节即将到来，各地开始“廉”风劲吹。记者今天从资兴市纪
委了解到，清明节前夕，资兴市党员干部均都收到了一条特殊
的短信，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过一个“清明”的清明节。

针对节假日易产生违纪行为的特点，为严防“四风”问题
反弹，资兴市紧盯关键时间节点，筑牢节日防腐墙，用心编织
的“廉洁网”。利用短信、QQ、微信等快捷、便利的方式，该市早
打招呼，提前预防，及时为党员干部敲响“警钟”，“提神醒脑”，
提醒大家“清廉常挂心头”，坚决抵制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
款旅游、公车私用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以实际行动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做到“过节不失节”， 防止“节日病”的发生。同
时，还提醒党员干部远离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倡导安全祭扫、
文明祭扫新风尚。

为突出实际效果，资兴市还公布了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
督。据悉，清明放假期间，该市将重点针对全市党员干部公车
私用、公款吃喝、文明祭扫等方面开展明察暗访，并对顶风违
纪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追责，绝不姑息。

以奖励补助引导殡葬新风
湘潭出台殡葬惠民新举措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周通 王娟）近
日，记者从湘潭市民政局获悉，随着清明节来临，该市对无丧
葬补助的死后火化的居民实行6项基本费用全免。 该市各县、
市、区及园区也出台奖励、补助措施，以引导和鼓励市民依法
殡葬、文明治丧。

湘潭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市在对困难群众实行
基本殡葬服务费用全免的基础上， 这次扩大对所有无丧葬补
助的火化居民实行6项基本费用全免，包括普通殡葬专用车遗
体接运费、3日内普通冷藏柜遗体存放费、 平板式普通火化机
遗体火化费、 普通卫生纸棺费、200元以内普通骨灰盒费、一
年内骨灰寄存费等。

此外，湘潭市各地也纷纷出台奖励、补助措施，引导和鼓
励市民进殡仪馆治丧，火化和进公墓安葬去世亲人。湘潭经开
区规定，对有九华户籍并在殡仪馆集中治丧、实施火化的去世
人员的家属，给予5000元至2万元不等的补助。湘潭高新区也
出台奖励政策，对生前持有高新区户籍、遗体火化后入葬公墓
或进行生态安葬的去世人员的家属，给予5000元至8000元不
等的补贴。

零陵区干部带头文明祭扫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杨万里 金小

文）3月30日，永州市零陵区菱角塘镇党委书记陈丰收带领镇
干部，深入村组户，发送“五禁”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清明文
明祭扫的意义。

清明节临近，零陵区委、区政府专门召开安全防范工作会
议，印发了“文明祭扫、绿色清明”通告，从区乡村抽调2000余
名干部，采取分村负责、分片包干、分户施策的办法，认真宣传
文明祭扫相关规定。同时，要求广大干部带头做到“五禁”，即
清明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吃清明族上酒，禁止搞封建
迷信活动，禁止请客送礼，禁止滥发钱物。“五禁”规定出台，得
到广大干部积极响应。

零陵区广大干部还将清明文明祭扫宣传与结对帮扶、解
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对摸查岀来的涉及坟山、土地权属等
纠纷及隐患，采取一对一、二对一等措施包干化解。从3月下旬
以来，已调处、化解矛盾纠纷252起，并为缺种子、种耕牛、缺
劳力、缺资金等农民办实事好事1800多件。

长沙力创食品安全示范城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李治 金原)3月31日，是全国食品药

品投诉举报“12331”主题宣传日。今天，长沙市零售商业行业
协会在岳麓区启动以“千街万店讲诚信，共创食安示范城”为
主题的宣传活动。

今年是长沙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决胜之年。
该市抓住加强诚信体系建设这个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治本之
策，以引导和监督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遵纪守法、诚信经营
为核心，褒奖守信、惩戒失信，全面提高食品药品安全水平。长
沙市零售行业协会会长李顺表示， 将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
用，引导行业成员单位诚信经营、诚信创业。

这次活动将食药安全宣传与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相
结合。岳麓区大型餐饮服务、食品流通、食品生产、药品销售、
农贸市场代表500多人参加活动， 步步高代表商户进行了诚
信宣誓。

一园情深怀始祖
———炎帝陵神农园建设记

泸溪：“挑葱节”乐满山乡 汝城：温泉煮蛋香喷喷

欢度“三月三”
3月30日，花垣县吉卫镇，苗族群众欢度“三月三”苗歌节。三月三，是湘西苗族的传统歌舞节，每年这一天，苗族

群众都要聚集到歌场上，尽情地对苗歌、跳舞、打苗鼓等。 龙恩泽 摄

新闻集装

怀化：开通网上祭祀平台

芙蓉区：促环保知识进课堂

临武：公交成廉政“清风号”

零陵区：查处“雁过拔毛”式腐败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3月 30日

第 2017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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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1040 615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221 173 384233

6 5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3月30日 第2017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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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61355599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3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4 21265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72
51142

1082238
5875320

35
2165
40895
204480

3000
200
10
5

1502 10 24 2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