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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镇灾后自救，长沙“菜篮子”基地蔬菜嫩苗冒出头

“皮卡书记”：再捐新车用于重建

7月8日， 当火车徐徐驶进长
沙火车站，湖南福彩首批“走近刮
刮乐”业主平安回家，46位在湖南
本土刮刮乐———“福”票上市活动
中脱颖而出的“销量王”，参观了
刮刮乐生产基地之一的石家庄胶
印厂。 业主通过近距离观摩刮刮
乐的生产过程， 切身感受到刮刮
乐从生产到发行销售的公平、公
正、公开。

丰富的开场活动点燃业主激情

活动首先播放了内容丰富的

刮刮乐宣传片， 宣传片从刮刮
乐历史开始讲述， 包含了刮刮
乐文化、 刮刮乐种类以及刮刮
乐的玩法方式、创意构想，不少
业主都拿出手机不时拍摄宣传
片的画面， 记录自己感兴趣的
刮刮乐知识点。之后的“有奖问
答”和“幸运PK王”活动，彻底点
燃了大家的热情，笑声、呐喊声
不绝于耳， 最终来自湘乡市的
第43026103号投注站（帝龙彩
票店）业主王女士，成为了“幸
运PK王”的冠军。

揭开刮刮乐生产车间的神秘面纱

激情过后， 观摩团成员迎来
了期盼已久的环节， 走进刮刮乐
生产车间观看其制作流程。 在印
制车间， 虽然油墨的气味比较刺
鼻，但大家却看得分外仔细。前期
印刷、奖符喷印、奖符覆盖印刷、
票面彩色印刷、 折页……生产设
备和严苛的制作工艺让代表团成
员啧啧称奇。之后，观摩团成员又
进入刮刮乐陈列室， 了解刮刮乐
的前世今生。

售“福”之人，福必佑之

在首批“走近刮刮乐”观摩团
成员中， 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身

影———湘 潭 市 迎 宾 中 路 第
43029371投注站业主李闽明的
妻子赵湘红。去年5月，湖南福彩
为赵女士突发脑溢血的丈夫送去
福彩公益金解燃眉之急。 今年5
月，赵女士在湖南福彩“购福票送
好礼”活动中组织3次上万元的合
买，销售业绩在全省脱颖而出。一
年里，第43029371投注站有着不
同于一般投注站的经历， 验证了
“售‘福’之人，福必佑之”的理念。
在参观石家庄胶印厂时， 赵女士
兴 奋 地
说：“‘点
球大战 ’
原来就是

这个厂里印制的， 卖了这么久的
刮刮乐， 今天终于知道它是如何
诞生的。没想到，小小的一张彩票
竟然蕴含这么复杂的工艺。”

■木子
经济信息

观摩团成员在石家庄胶印厂合影留念。

锦绣潇湘遇燕赵 缘起尽是刮刮乐
———湖南福彩首批“走近刮刮乐”彩民满载而归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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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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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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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推下自家皮卡车堵管涌的
村支书， 准备再捐新车用于灾后
重建……7月14日，长沙县黄兴镇
仙人市村“皮卡书记”刘兵告诉记
者，“有爱心企业给我捐赠了一辆
新车， 但我准备把新车进行拍卖
用于灾后重建。”

6月25日至7月3日，黄兴镇遭
受历史罕见洪涝灾害， 万余群众
紧急转移。如今，洪水退去，黄兴
镇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中。

“皮卡书记”
再捐新车用于灾后重建

7月1日， 浏阳河桐车闸被洪
水冲坏，河水倒灌进排洪渠，路基
出现管涌险情。 仙人市村村支书
刘兵情急之下将自己的蓝色皮卡
载满石块后推下排洪渠堵管涌。

“皮卡书记”刘兵的事迹被报
道后， 某汽车企业主动捐赠给刘
兵一台新的皮卡车。 但刘兵表示
“准备把新皮卡车拍卖，所得资金
用于黄兴镇灾后重建。”

“皮卡车进水后虽然基本上
已经报废， 但还是值得的。” 如
今，刘兵骑起了刚买的小电摩忙
前忙后，组织村民们积极开展灾
后重建。重回故地，刘兵说“当时
他没有想别的， 身后就是100多
户村民的房屋和林地，阻止险情
扩大才是首位。”

现今， 这位骑电摩的村支书
被当地老百姓爱称为“皮卡书
记”！事实上，这台报废皮卡车也
成为了抗击这次特大洪水的“长
沙记忆”。

菜农生产自救 嫩苗“冒出头”

黄兴镇， 历来都是长沙市的
“菜篮子”基地之一，在本次发生
洪水过程中， 该地不少蔬菜基地
也遭受洪水肆虐。

54岁的怀化菜农米孝连一年
前在老乡的介绍下， 来到黄兴镇
“创业”，承包了6亩地种植各类蔬
菜。没想到，今年的一场罕见洪水
让他颗粒无收。

7月14日， 当记者来到米孝连
的蔬菜基地时看到，这里重新生长
的绿色嫩苗已从土地里冒出了头。

“洪水一退，我们就开始组织
大家恢复生产”，黄兴镇蔬菜办技
术员李洪介绍， 由于这里种植的
蔬菜直供长沙市民的“菜篮子”，
为保障洪灾过后长沙地区本地蔬
菜的及时供应， 黄兴镇组织技术
员下到田间地头， 开展一对一技
术指导。

米孝连夫妇告诉记者， 他们
重新种植的苋菜、豆角、黄瓜长势
良好，“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送进
城去了”。

志愿者、爱心企业伸援手

洪水退去后垃圾堆积如山，
垃圾清运工、 老党员曾有良听闻
黄兴新村需要组建垃圾清运队伍
时， 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了该村的
垃圾清运的重任。据统计，近期以
来， 他们每天托运垃圾至少5车、
清运垃圾15吨以上。

当记者问他干这个活儿累不
累时， 他憨厚地笑着说：“党员就
是要冲在最苦最累的地方， 不然
入党干吗？”

记者了解到， 截止到7月5日
12时， 黄兴镇农林牧渔业直接经
济损失近9429万元。面对灾情，众
多的爱心企业、 个人和志愿者纷
纷对黄兴镇伸出援助之手，截至7
月13日，黄兴镇已接收123家企业
和个人捐赠的各类基本生活物资
和卫生防疫药品， 折价大约为
234.356万元。目前，所有物资已全
部下发至灾民手中。

■记者丁鹏志
实习生 吴静梅 通讯员 刘曙山

洪水渐退的宁乡， 露出原
本美丽的脸庞。6月30日至今，
长沙市城管应急处置保障中心
主任谷文翘率领抢险队伍连续
作战，从防汛抗洪到支援宁乡，
10多天没回家……

6月30日上午，持续多日的
雨比之前更加急骤， 多年从事
应急工作的谷文翘敏锐地感到
“有点不寻常”。

“必须做好大战准备。”傍
晚时分，见雨势未减退，谷文翘
立即召集职工开紧急会议，并
宣布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道路
是否有积水？ 路段有没有人值
守？巡查一整晚，疲惫不堪的他
靠在车座上睡了不到两小时。

7月1日， 长沙全面启动防
汛Ⅱ级应急响应。 谷文翘投身

于抢险一线。2日清晨， 接通知
支援湘江路抗洪抢险。 他紧急
召集15人奔赴抢险一线。

“老是要别人帮忙照顾孩
子，心有愧疚。”防汛抗洪期间，
恰逢谷文翘的妻子出差， 家中
10岁的儿子无人照看， 只能委
托朋友代为看管。

洪水退去， 谷文翘原本打
算回家看望家人， 但宁乡县城
发生大面积内涝，7月5日，他又
奔往宁乡。 为什么这么拼?他
说：“抗洪抢险是我份内工作，
哪里需要我，我就往哪里去。”

拿起铲子清垃圾， 开启设
备排淤泥……烈日炎炎， 酷暑
难当，此时，谷文翘已在救灾一
线奋战十多日未归家。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徐蓉

从防汛抗洪到支援宁乡，他十多日未归家抗洪·事迹

本报7月16日讯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天心区政府获
悉， 为表彰在抗洪抢险中表
现积极的团体和个人， 弘扬
抗洪精神、保持昂扬劲头。经
区委、区政府决定，对区直机
关工委等109个先进集体、阳
海波等167名先进个人予以
通报表彰。与此同时，追授周
文君同志“抗洪英雄模范”荣
誉称号。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密

追授周文君
“抗洪英雄模范”

抗洪·表彰

万亩“红军桃”待采摘
7月16日，桂阳县方元镇下廊村，果农采摘“红军桃”上市。近来年，该县以“产业+旅游+扶贫”方式，推广

种植桃树近10000亩。目前，正值桃子成熟季节，正全面采摘上市。 欧阳常海 邓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