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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38 0 2 6 8 6 5 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23440509.46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321 4 3 5
排列 5 17321 4 3 5 0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肖军）
11月17日下午，党的十九大代表、怀
化市委书记彭国甫冒雨来到中方县
中方镇站坪村， 给该村党员宣讲十
九大精神。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到
落实民生保障， 让老百姓有更多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彭国甫讲
得深入浅出， 还现场解答大家的提
问。 村里党员潘华说：“大白话式的
宣讲接地气，听了感到很振奋。”

市领导带头宣讲，是怀化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大亮点。

十九大胜利闭幕后，怀化市迅速召开
市委常委会，对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十
九大精神做出部署。市委宣讲团27名
成员中，市领导就有8名。连日来，怀化
市县两级200多名宣讲团成员、100余
支文艺宣传小分队、1400多支志愿服
务宣传小分队、2300多名扶贫宣传员
到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军营和田间
地头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十九大精神
走进基层、走进广大干部群众中。

宣讲形式多样化， 家常口语接
地气。怀化市在宣讲中，采取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提升宣讲实效。 洪江
市组织“贯彻十九大精神·脱贫奔小
康”文艺宣传下乡活动，由宣讲员带
领文艺工作者到贫困村巡回宣讲，
用舞蹈、歌曲、小品、曲艺等节目，结
合脱贫攻坚， 对十九大精神进行生
动宣讲，所到之处深受欢迎。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组织多支苗语、 侗语
宣讲队，深入苗寨侗乡，把十九大精
神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家常话， 让群
众听得进、记得住。

“中国走进新时代，百姓笑容脸

上挂……”在雪峰山景区，溆浦县小
横垅乡67岁的三棒鼓艺人黄新德作
为景区文艺表演队队员之一，自编自
演，打起鼓儿唱起歌，吸引众多村民
和游客观看。宣讲十九大精神，民营
企业也不甘落后。湖南雪峰山生态文
化旅游有限公司购买了5000册十九
大报告单行本，组织公司党员送到花
瑶山背梯田、阳雀坡抗战古村、穿岩
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处群众手中，并组
织公司文艺表演队，创作10余个乡土
文艺节目，开展巡回演出活动。

�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邓施 展
李飞）“党的十九大提出， 保持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这是给
农民兄弟发的一个‘大红包’。以后，
这样的‘红包’还会越来越多……”
11月中旬， 在石门县秀坪园艺场秀
山村的橘园里， 湖南文理学院教授
黄向阳用“接地气”的话，给40余名
村民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村民们
听得有滋有味。 本来计划只讲半小
时，在村民要求下延长了1小时。

橘园里，不摆桌椅板凳，不安排

领导讲话，大伙儿站在一起，仔细聆
听。黄向阳重点围绕“三农”问题进
行宣讲。宣讲结束后，村民们还就自
己关心的问题纷纷提问。

这样的场景， 在石门县随处可
见。据介绍，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石门
县委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县首要政
治任务抓紧抓实，多渠道多形式开展
十九大精神宣讲教育活动。县委邀请
十九大代表周先朋，先后到县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 杨氏鲜果有限公司、白
云镇政府、 维新镇杨虎峪村等单位，

对十九大精神作了深入浅出、具有针
对性的解读和宣讲。同时，县委成立
由党的十九大代表、 县委党校教师、
乡镇党委书记、社区党总支书记等组
成的宣讲团，深入机关、企业、农村、
社区等，开展集中宣讲。还牵手湖南
文理学院的专家、教授，赴壶瓶山镇、
所街乡等偏远山村宣讲，将十九大精
神传递到田间地头。

石门县各驻村扶贫工作
队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讲
活动，用接地气、沾泥土、带
露珠的话语宣传十九大精

神。前不久，在新铺镇永兴桥村，县
供销社驻村扶贫工作队给村民们宣
讲时， 发放了300份扶贫政策宣传
单， 并组织表演极具地方特色的湘
北大鼓，将十九大精神融入节目中。
村民马洪凯兴奋地说：“这样宣讲我
们听得懂、记得住。相信在党的领导
下，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朱继军

龙运生，曾经是双峰县有名的
“上访户”，乡镇干部说起他就“头
疼”；如今，他却成为了镇上脱贫致
富、自立自强的典型，还当起了脱
贫攻坚政策的义务宣传员。

是什么让他发生了这么大的
转变？

11月21日上午，记者来到双峰
县青树坪镇界峰村。在一间小平房
内，龙运生正在给200只雏鹅喂食。
见到记者，龙运生赶紧把手里的鹅
食一放，换衣服去了。因为车祸落
下的病，仅50米左右的路，他的腿
无意识地下蹲了3次。

2008年春节前， 因为一场车
祸，18岁的儿子离开人世， 自己也
残疾了。哪知3个月后，他的父母因
为痛失孙子，承受不住打击，相继
离世。一下子失去了3位亲人，自己
变成了残疾，加上车祸赔偿款迟迟
没有到位，让龙运生走上了上访之
路。从2008年到2013年，龙运生多
次往返于北京、长沙、娄底之间上
访，也丢掉了农事，日子过得捉襟
见肘。

改变，从2013年开始。青树坪

镇现任党委书记李国庆，当时刚来
当镇长， 了解到龙运生的情况后，
决定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他多
次到龙运生家里，聊家常、解难题、
交朋友，一点点地把龙运生冰冷的
心焐热。后来，又在政策范围内，帮
龙运生办低保、送收割机，去年又
送龙运生到长沙免费学习种植、养
殖技术。

“李书记和政府这么帮我，
我再去上访就太对不起他们了。”
龙运生学成回来后，决定发展养殖
业。一年时间，他的养殖场就拥有
了2500多只肉鹅、200多只雏鹅。
今年上半年，卖出去800只肉鹅，利
润就有四五万元。

不仅如此，他还在家门口弄了
一个小石雕作坊， 请了6名贫困劳
动力制作石狮子，还承包了村里80
亩水田种水稻。遇到有人想学养鹅
的技术， 他更是毫无保留地教。前
不久，青树坪镇表彰“人穷志不穷
脱贫靠自身”典型，龙运生当选为
自立自强先进典型。

“我现在只想把前几年上访浪
费掉的日子补起来，把事业做得更
大更好， 不辜负这些帮助过我的
人。”阴霾已散去，龙运生又迎来了
充满希望的人生。

领导到基层 家常话暖心
怀化宣讲十九大精神重实效

上接“天线” 下接“地气”
石门多渠道多形式宣讲十九大精神

益阳：学者共话教师“国培计划”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方舟）11月

21日至24日，2017年湖南省“国培计划”教师培训机构专
业化建设主题高级研修班在益阳市举行， 全省各市州教
师培训机构近300人参加。 此次高研班由省教师发展中
心主办，益阳市教师发展中心承办。会上，益阳市利用视
频、板报、经验汇报，立体化展示了该市教师队伍建设的
成果和经验。省教师发展中心与岳阳、涟源、宁乡等地代
表，介绍了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经验。会议还邀请省内外
专家， 从不同方面讲述了教师培训机构专业化建设的方
法和路径。

�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温钦仁 ） 记者今天
从株洲市纪委获悉， 为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一步推
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 株洲市纪委已向该市纪委
机关各部室、 派驻纪检组以及各
县市区纪委专门发文， 决定在全
市纪检监察系统开展“学习十九
大精神———我给未来写封信”活
动。

据悉，这次活动为期两个月，
参加对象为株洲市纪检监察干部
（含巡察办、离退休干部）及其家

属。 要求结合新时期全面从严治
党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把自
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认真思
考，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以书信
形式， 写下对十九大精神的学习
体会，直抒胸臆、表达愿望、追逐
梦想， 用使命激励自己， 振奋精
神、凝聚力量。

株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赖
馨正说，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促
进全市纪检监察干部真正将十九
大精神学懂、弄通、做实，并把十九
大精神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
动工作的动力。

株洲市纪委开展
“我给未来写封信”活动

“上访户”变身致富“领头雁”

技能培训促就业
11月24日，育婴指导老师（前排

右二）在为月嫂学员讲解婴儿主动操
知识。今年以来，城步苗族自治县妇
联、商务、人社等部门联合举办月嫂、
电商、苗绣、护工等培训班，让730多
名妇女学习技能，实现了稳定就业。

严钦龙 刘长爱 摄影报道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3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278790
0 896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525
1619
12296

8
42
256

112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26081
122483

609
301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1月24日 第2017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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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元
02 1203 04 06 08 09 1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1月 24日

第 2017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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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 1040 829920

组选三 1054 346 364684
组选六 0 173 0

1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