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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摘得全省销量冠军，2021

年入围全省销量前 50 强，两年为社会

筹集公益金近 300 万元，这是位于长沙

县朗
木梨街道的 43015258 福彩投注站的

业绩。从业 8 年的业主易银飞说：“能

有这个成绩，源于对福彩事业的热爱。”

2013 年，湖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研 究 生 毕 业 的 易 银 飞 因 父 母 身 体 原

因，放弃大学老师的工作回到家乡，去

了亲戚开的福彩站点帮忙。一段时间

的接触学习，让她明白销售福彩这份

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更是一项

公益事业，从此，她全身心投入到这项

事业中去。

对易银飞来说，一张彩票就是一

份责任。有一次，站点的一位老彩民

在 开 奖 当 日 身 处 外 地 ，让 她 帮 忙 打

票。当晚，易银飞发现这张彩票中了

一注二等奖，奖金 27 万元。她急忙通

知了当事人。就算如此，“沉甸甸”的

彩票还是让她通宵没有睡好，生怕出

现闪失，直到第二天中奖彩民到站点

拿 到 彩 票 ，她 悬 着 的 心 才 放 了 下 来 。

“你的诚信比金子还宝贵！”这位彩民

夸奖她说，从此只在她的店里购彩，并

介绍了好多朋友来站点买彩票。

2019年，易银飞决定开一家自己经

营的福彩站点，最后选定位于蓝思科技

厂区正对面的一处门面，门店面积 70

多平方米，此地是厂内几万名员工从宿

舍到厂区的必经之路。易银飞说：“这

个店面能让彩民有个舒适的购彩环境，

相信只要用心，一定能够有所收获。”

对每一位进店的彩民，易银飞都

会留心观察其购彩习惯。有些喜欢机

选双色球，有些喜欢研究号码分布图，

有些则喜欢玩刮刮乐……有时候彩民

刚踏进门，还没开口，她就热情地招呼

道：“这次还是机选 5 注吧？”“是的，是

的！”这样，一下子拉近了与彩民的距

离，让彩民有一种被关注的感觉，回头

客越来越多，门店生意也越来越好。

每天早上 8时、中午 11时以及傍晚

6 时这三个时间点，正值工厂员工上下

班时间，也是站点一天中人员最集中的

时段，打票的、刮彩的、选号的，应接不

暇。每到这时，易银飞精神百分百专

注，做到眼疾手快，确保为每一位彩民

做好服务，手打出的彩票合起来没法计

数，却没有一张错打、漏打，做到出手零

差错。在创新即开票经营方法上，店里

的刮刮乐票种全，她将各类刮刮乐铺在

一张大桌子上，彩民一进门就能看到色

彩绚烂的各色彩票，激起试刮的冲动，

特别是畅销票，总是占据最抢眼的位

置，仅 2020 年她的站点就中出了 5 个

“好运十倍”一等奖。无论大奖小奖，易

银飞都会将中奖票张贴在显眼处，并配

合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中奖喜讯，隔天

就会有新彩民闻讯而来试试手气。每

逢节假日、年会、庆典等，易银飞也会抓

住时机，向厂区推荐用刮刮乐作为礼

品，既为公益事业献出了爱心，也能带

来中奖的好运，大家边吃边玩边刮彩

票，气氛热烈。

“ 做 这 一 行 最 大 的 感 受 就 是 开

心。要干就要干大的，年轻就得舍得

拼！”易银飞说道，尽管每天工作时间

长达 14 个小时，全年无休，但自己从未

想过放弃，现在正准备提升店面的硬

件设施，将站点打造成更加靓丽时尚

的福潮店，让公益福彩走进更多人的

视野、成为生活娱乐的日常内容。

（罗 丰）

因热爱而出彩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让中国成为

世界冰雪运动大国，为我国迈向体育强国

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在新时代建设

体育强国、助力健康中国的擂鼓声中，中国

体育蹄疾步稳，迈向新征程。

塑造新时代精神风貌

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再度以“无与

伦比”之姿震撼世界，彰显大国担当。中国

代表团以 9 金 4 银 2 铜的战绩高居金牌榜

第三位，创下参加冬奥会以来历史最佳战

绩的同时，还展现出中国体育健儿顽强拼

搏、超越自我、奋力追梦的青春力量，向世

界展示了一个更加开放、自信、可敬的中国

形象。

这是体育的力量，是新时代赋予体育

的全新内涵。从东京奥运会到北京冬奥会，

中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连创佳绩，极

大振奋了民族自豪感，体育凝聚人心、振奋

国人的力量没有改变，还在新时代释放出

更为强大的精神动能。

在迈向新征程的道路上，我们点赞冠

军，也不吝于将掌声和赞美送给那些矢志

逐梦、拼尽全力，却未能站上领奖台的选手

们。故而，拼尽所有、

创造亚洲人百米最佳

的苏炳添，和前途无

量的冬奥冠军苏翊鸣

一样，都能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都是这个

时代国人心中的强者。

这是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的全新形

象。因为自信自强，我们拥有了更开放、平

和的心态，可以正视输赢，更清晰地看清体

育本质。

人生能得几回搏。在奋进新征程的道

路上，中国体育人必将不断登上新的高峰，

同时也会不断发扬中华体育精神，造就更

多青少年奋发逐梦的青春偶像。

给体育产业插上腾飞之翼

一届“无与伦比”的北京冬奥会，是对

中国办赛能力的一大肯定，而这背后，离不

开科技赋能、技术创新的加持。绿电、5G、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黑科技”云

集的北京冬奥会，也为中国体育产业的未

来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当前，我国正在不断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冬奥会也

为中国体育产业尤其是冰雪产业的发展带

来全新机遇。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王裕雄就表示，任何一家有远见

和雄心的企业，都不愿意错过中国滑雪的

市场机遇。

2020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

出）为 27372 亿元，增加值为 10735 亿元。受

疫 情 影 响 ，与 2019 年 相 比 ，总 产 出 下 降

7.2%，增加值下降 4.6%。但体育服务业增

加值为 7374 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

重为 68.7%，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危中有机，是疫情发生以来体育产业发展

的最好注脚。中国体育产业要到 2035 年成

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无论是鞋服用品

为主的传统制造业，还是竞赛表演等新兴

服务业，中国体育产业都需要拥有更多核

心技术，要从数量为王的时代转入 IP 取胜

的时代。

过去几年里高速增长的安踏正是传统

体育企业转型的代表，通过并购、创新，借力

奥运，安踏营收逐年增长，已有成为体育用

品类巨头之势；创办于江苏无锡的跆拳道

大满贯赛事，则直接带动世界跆拳道运动

的竞赛规则改革，中国 IP 讲述出全新的中

国故事……

体育强国新征程中，体育产业的长足

发展，将进一步为体育强国事业打牢地基，

为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注入源源不绝的经

济动能。

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实现了“带动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中国老百姓的体

育清单里，补上了冰雪运动这块短板。

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体育强国，也

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为了让

人民生活更美好。

自 2014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

来，体育的发展就始终与人民的向往息息

相关。目前，我国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

已超 4 亿，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

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 90%以上。到

2021 年末，全国共有体育场地 397.1 万个，

体育场地面积 34.1 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 2.41平方米。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健身步道连起百

姓与健康的距离，体育公园成为百姓休闲娱

乐的新去处，随着参与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

多，更多国人理解了从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

的逻辑指向。体育还在社会治理中不断发挥

效能，体育达人、体育社团、体育组织成为基

层社区、街道治理的“黏合剂”，为美好生活

添砖加瓦……

让人民生活更美好，体育未来仍大有

可为。2022 年伊始，江苏省体育局局长陈

少军就忙了起来，体育开放融合发展、缓解

场地设施供给矛盾、落实全民健身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构建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新体

系……这些都是他重点关注的领域，而核

心点只有一个：人民。陈少军说，目前体育

事业发展到了全新阶段，在新时代要有新

作为，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是体育人责无旁

贷的目标。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体育强

国建设的新征程上，我国体育事业将与新

时代同频共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功立业。

（新华社北京3月 3日电）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胡盼盼

通讯员 赵峰 王勤 罗旭

惊蛰时节，万物苏醒。三湘大地，“铁

牛”整装待发。

3月 3日，临湘市云湖街道王禾社区，几

台旋耕机正在田里翻土平地；望城区高塘岭

街道全能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在对 10

余台插秧机、抛秧机进行全面检修；衡阳县

东晨农机合作社发动旋耕机下田作业……

从北到南，“铁牛”轰鸣，三湘田野热

闹起来。

78万台(套)农机具陆续上阵

3 月 2 日，衡阳县长安乡胤晟农机服

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廖水平，在对农机具

进行“体检”时，发现一台插秧机上的北斗

终端设备不显示作业数据。廖水平在手机

上登录“衡阳县智慧农机管理平台”，联系

经销商开展远程技术指导，不到 10 分钟，

设备恢复正常。

各地农机技术员忙着检修、更新农机

具 。种 粮 大 县 衡 阳 县 ，农 机 具 检 修 率 达

98%以上，报废更新农机具 21 台（套）；岳

阳市检修农机具 2.74 万台次；益阳市检修

农机具 1 万多台（套）。

近两周，省市县农机部门开展送服务下

乡活动，检修保养各类农机具31.6万台（套）。

备足“粮草”，让“铁牛”欢快奔跑。长沙

市望城区种粮大户肖定介绍，合作社流转了

1600亩田，年前已囤了 4万元的柴油，基本

可以应对春耕。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

全省柴油供应充足，可以满足春耕需求。

补贴力度大，农户购机积极性高。在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惠众合作社，旋耕机、

插秧机、抛秧机等各种“大家伙”，停满了

合作社前坪。

“今年拿到了 57 万元的农机补贴！”

全国种粮大户、合作社理事长阳岳球算

了 一 笔 账 。政 策 补 贴 大 ，合 作 社 今 年 又

新添置了 14 台农机具。不但能满足合作

社 4000 多亩水稻生产需求，而且还能提

供 1 万多亩的社会化服务。

省农机事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全

省加大农机设备设施补贴力度，共安排农

机作业补贴 1.5 亿元，同比增加 0.4 亿元。

目前，78 万台（套）农机具陆续上阵，源源

不断投入春耕大战。

优质服务送到春耕一线

“各级补贴加起来，购置一台旋耕机、

抛秧机能便宜多少？”3 月 1 日，沅江市农

机事务中心工作人员拿着红头文件，来到

草尾镇乐园村宣讲农机补贴政策，一笔一

笔算补贴账，鼓足农民的种粮信心。

出台好政策，更要传到千家万户。补

贴力度继续加大，沅江市建华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童建华今年又购进了 10

台抛秧机、拖拉机。

3月 2日，双峰县农业农村部门派出技

术指导组，来到三塘铺镇李新阳家，讲解农

机操作技术。68 岁的老人李新阳，流转了

2100余亩田种水稻，全靠“铁牛”出力。

岳阳县将农机培训班开到田间地头，

通过农机技术现场实操演练，培训新机

手，推广新机具。

衡阳县组织农技专家，开展农机安全

生产、机具高效作业、农机农艺融合等各

类培训班，积极组织农机生产厂家和经销

商，调运农机具及相关零配件，备齐备足

货源。

开春以来，全省组织各类培训会 241

场次，培训农机手 1.4 万余人次，全力保障

春耕生产。省农业专家称，针对农民种田

成本居高不下，农机等部门送服务、送技

术下乡，优质服务帮助农民降成本，真正

把“爱农、护农、帮农”落实到了行动上。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曾玉玺 肖霄

通讯员 罗宁 曾杨

农事东畴堪播植，勤民方不愧为春。

惊蛰将至，记者走进邵阳、娄底的乡村，处

处可见农机作业、农民忙碌，春耕备耕一

片火热，田间地头生机无限。

抢抓农时，“早”字当头开新局

3月1日，邵阳市隆回县羊古坳镇雷峰村

超级杂交水稻高产攻关科研基地，拖拉机在

田间来回穿梭，村民正在稻田施撒有机肥，为

冲刺亩产1200公斤高产目标备足底料。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推进春耕备耕，

邵阳市提早谋划，全面推行“四级”办点示

范，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创建万亩示范片、

乡镇主要领导创建千亩示范片、村创建百

亩示范片，打造一批万亩产粮乡镇、千亩

产粮大村。市财政专门拿出 1200 万元，扶

持早稻集中育秧，对种粮大户、合作社等

粮食生产主体进行奖补，确保今年粮食生

产“面积不能少一分，产量不能少一斤”。

邵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李荣卫

介绍，该市今年计划落实粮食播种面积

748.7 万亩，其中早稻 164 万亩，粮食总产

329 万吨，保持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全省

第二的位置不动摇。

“春耕服务队又来了。在他们帮助下，我

们完成了农机检修，现在又来指导田间管理，

我们种粮更有信心了。”娄底市新化县洋溪镇

种粮大户颜中全说，今年计划种植早稻 800

亩左右，已储备种子1500公斤、有机肥20吨。

入春以来，娄底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

门共派出 34 支春耕生产服务队，把农技

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户解难题，春

耕备耕抢进度。

娄底市突出“农情早调查、春耕备耕

物资早储备、春季田间管理早动手、科技

服务早开展、农资打假早行动”，抓好春耕

备耕。娄底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萍介绍，该市今年计划落实粮食播种面

积 366.5 万亩，其中早稻 89 万亩，早稻集中

育秧面积 63.1 万亩，大豆 12.8 万亩。

藏粮于地，改造良田保丰收

邵阳、娄底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水”

是制约两地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两地全

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水利工程建设，

耕地等级逐步提升，渐渐摆脱了过去“看

天吃饭”“靠水成活”的生产困境。

3 月 2 日，娄底市娄星区蛇形山镇姚

桥村源容开生态农业园，1000 余亩田地经

高标准改造，水渠连成网，机耕道相通，为

粮食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小田变大

田，旱涝能保收。在区里支持下，建成高标

准农田，双季稻亩均能增产 100 公斤，增

效 400 元。”农业园负责人肖源介绍，3 年

前，她从俄罗斯留学归来后，放弃高薪工

作，回到家乡当起了职业农民。

娄底在整治耕地抛荒的基础上，通过

农田高标准改造提升“地力”，让荒地变良

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去年，该市完成

高标准农田建设 18.62 万亩。

在位于邵阳县郦家坪镇的犬木塘水

库工程九龙岭隧洞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

紧张作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该水库是

我省投资最大的单体水利工程，按照规划

设计，水库建设总工期为 5 年。建成后，可

改善和新增农田灌溉面积 113.16 万亩，有

效提升灌区内粮食生产效益。

高标准农田建设 ，邵阳同样可圈可

点。去年，该市完成 53.98 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总体进度

已达 92.4%。各县市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

开展山塘水库、灌排渠道、机耕道、提水机

埠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维修、维护，切实

改善粮食生产条件。

科技赋能，粮食生产有底气

天气回暖，武冈市湾头桥镇田间地头

机声隆隆，耕田机来回穿梭。湾头桥镇是

武冈市双季稻主产区之一，有水田 5.8 万

亩。该镇 90 余户种粮大户共流转水田 1.53

万多亩，其中百亩以上大户有 28 位，都有

自己的农机设备和烘干场地。目前，武冈

共投入农机具 7000 余台套，已完成机耕作

业 6.2 万亩。随着农业机械化不断推广，农

民“春耕不下田”成为现实。

3 月 2 日，双峰县向阳红集中育秧工

厂，工作人员正在铺设水管、检修自动化育

秧流水线。“全自动化育秧智能密室实现温

度湿度全电脑控制，每批次最多可催芽育

秧 400亩，可提高出芽率、成秧率 8%以上。”

合作社负责人阳威海介绍，去年，育秧工厂

建成了 4 个工厂化智能育秧大棚，所育秧

苗可机插机抛大田近 5000亩。

双峰县支持种粮大户、合作社、家庭农

场、地方育秧能手等经营主体发展早稻专

业化集中育秧，推动水稻种植规模化。今

年，该县计划在双季稻主产区建设 30 个智

能育秧密室，扶持和发展水稻集中育秧主

体 250 个以上，全县早稻集中育秧示范面

积预计达到 28.5万亩。

春光无限，湘中大地只待第一声春雷

唤醒，希望的种子将播撒在广袤的田野上。

湖南日报3月3日讯（全媒体

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蒋伟）记

者今天从省纪委监委获悉，省人

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曹炯

芳，湘潭市委常委、秘书长胡海

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

曹炯芳，男，汉族，1964年5月

出生，湖南澧县人，1988 年 7 月

参加工作，1992 年 5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湘潭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

胡海军，男，汉族，1971年10月

出生，湖南长沙县人，1994年 7月

参 加 工 作 ，1992 年 11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曾 任 湘 乡 市 委 副 书

记、市长、市委书记，岳塘区委书

记，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

湖南日报3月3日讯（全媒体

记者 龚柏威）近日，省委宣传部

命名了第二批湖南省学雷锋活

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受命名的 30 个示范点和 30

名标兵由各地各部门层层遴选

推荐，覆盖各行各业，具有广泛

的群众性和代表性。这些示范点

和标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

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大力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积极立

足岗位践行雷锋精神，深化“雷

锋家乡学雷锋”活动，推动学雷

锋活动常态化、机制化，是雷锋

精神的忠实传承者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蹄疾步稳，迈向体育强国新征程

“铁牛”上阵踏春来
——全省农机系统助力春耕备耕

农事东畴堪播植 勤民方不愧为春
——邵阳、娄底春耕备耕见闻

大好春光 抢抓农时

湖南省命名第二批学雷锋活动
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街道

王家垅社区

衡阳市公交集团五分公司

一车队 118 路班组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衡阳供电分公司

株洲市炎陵县鱼片志愿者联

合会

株洲市荷塘区政务服务中心

湘潭市雨湖区湘大社区学

雷锋驿站

邵阳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绥宁县大邵公益志愿者联

合会

岳阳县文化馆

石门县逸迩阁书院

常德市鼎城区永安小学

张家界市政务服务中心行政

审批服务大厅（综合服务窗口）

桃江县鲊埠回族乡人民政府

安化县第一中学

桂阳县消防救援大队

汝城县中医医院

永州市冷水滩区菱角山街

道活龙井社区

溆浦县政务服务中心

双峰县妇幼保健院

冷水江市第五中学

古丈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

境管理大队

花垣县消防救援大队

省大中专学校学生信息咨

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张

家界支队永定大队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雷锋学院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雷

锋志愿服务站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昭山收费站

湖南康乃馨养老产业投资

置业有限公司

浏阳市义工联合会

益阳市东部新区志愿者协会

2名省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

刘晓凤（女） 长沙市芙蓉区

东湖街道龙马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范雪清（女） 长沙市天心区

赤岭路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

范如玲（女） 长沙市第二十

一中学党委书记

许海平 衡阳市环境卫生事

务中心垃圾运输中心副主任

邱莉（女） 株洲市荷塘区第

十九中学党总支书记

赵立国 湘潭县农业农村局

高级农艺师

罗元庆 湘潭市雨湖公安分

局砂子岭快警站民警

陈琳琳（女） 隆回县人民医

院消化内科护士

项佛凌 临湘市青年志愿者

协会会长

李中奇 华容县中医医院内

分泌科主任

杜登文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湖南省石门县分公司投递员

李巧莲（女）临澧县消防救

援大队消防文员

田晏冰 张家界市永定区崇

文街道南正社区书记、主任

吴桃凤（女） 慈利县人民医

院办公室副主任

龚艳姿（女） 益阳高平迎丰

中学高级教师

刘剑鸣 桂东县电影发行放

映公司经理

唐淑梅（女） 祁阳市浯溪街

道人民中心小学总务主任、中小

学一级教师

桂艳华（女） 永州市城市公

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

胡兰（女） 怀化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辅警

邓海燕（女） 怀化市辰溪县

湘西剿匪史料陈列馆讲解员

彭灿（女） 娄底市第三完全

小学副校长、高级教师

向阳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邓勇 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

管理局户政处副处长、一级警长

杨 阳 华 能 湖 南 清 洁 能 源

分公司电气专责

曹斌 中南大学党委武装部

办公室主任、驻江华瑶族自治县

长山村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彭书鑫 长沙医学院学生

袁君奇 湘潭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瑞菱科技智能制造部主管

冯悦 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

公司永州分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

徐金娥（女） 汨罗市爱行天

下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

向子松 吉首市出租车行业

分会党支部书记

湖南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第二批）

湖南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第二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