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④1月3日下午5点， 长沙市车
站中路长株潭汽车站 ， 旅客在排
队等待上车 。 当日 ， 长沙各长途
汽车站迎来了返程客流小高峰 。
其中长株潭站全天发出车辆150个
班次， 输送旅客7000余人， 比平时
多出50％左右。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③图为1月3日 ， 游客在凤凰
古城风景区游玩。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②图为1月3日， 长沙市橘子洲
景区 ， 两位游客在冬日暖阳下用
手机自拍。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①图为1月3日， 3个小朋友背
着 “气球人偶 ” 高兴地在橘子洲
景区游玩 。 当天是元旦小长假最
后一天 ， 仍有不少市民出游 ， 享
受惬意时光。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高铁成元旦期间
铁路出行首选
16日起可购春运临客票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戴昊君）记者
今日从广铁集团获悉，元旦期间，广铁集团运输旅客达408万
人次，同比增长47%，创历史新高。其中，高铁已经成为铁路出
行首选，占元旦期间总客流量的六成。

据广铁集团介绍，随着去年12月沪昆高铁湖南段开通，全
国高铁网络逐步完善，更多铁路出行旅客首选高铁。

据统计，元旦期间，广铁共发送高铁旅客248万人次，占
铁路发送总量的61%。

目前，距离春节假期（2月18日至24日）还有约一个半月时间，
春节前两天，长沙往怀化、邵阳等省内方向的高铁车票已经售罄。
长沙往北上广深等省外主要城市的普铁、高铁仍有余票。

铁路部门介绍，在集中办理完务工人员团体往返票后，将
于1月16日正式对外发售春运临客车票， 请广大旅客关注
12306网站和各车站公布的车次和开行日期。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003 5 2 4
排列 5 15003 5 2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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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5001 08 09 19 27 30 06+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1

6
下期奖池：1084864825.15（元）

6208747 68296217

223514883725248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安广生

1月3日， 记者在龙山县里耶
镇采访时,应邀登上1200多米高的
八面山， 到土家族村民向本初家
吃“泡汤肉”。

上午11时2分， 到达八面山
顶； 而此时山顶上已经停了50多
台各式各样的私家车辆， 且从挂
的号牌上可看出， 车子除了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省内长沙、
株洲、 湘潭、 怀化等市的外， 还
有湖北、 重庆和贵州的车子。

人声鼎沸处， 是七八个壮汉，
正在相距不远的两个场地上， 杀
两头黑毛年猪。 一头是向本初家
的， 另一头则是他邻居家的。 两
头黑毛猪， 在壮汉们麻利的修刮
下， 不一会就变成了“白猪”。

围观者， 大都是一家一屋的
人， 大人给小孩子们当“讲解
员”， 而年轻人则纷纷用手机拍
照， 用微信发给朋友们。

49岁的向本初， 一边忙碌着，

一边对他爱人说： “除了我们请
来吃‘泡汤肉’ 的客人外， 来山上
旅游的客人们 ， 每桌赠送一份
‘泡汤肉’， 让大家分享土家人吃
‘泡汤肉’ 喜悦。”

向本初告诉记者， 当天要杀3
头猪， 要卖4头猪。

下午1时30分， 从吉首来八面
山买猪的徐老板到了， 向本初就
叫七八个壮汉都帮忙， 把猪赶上
车。

猪们， 都在房屋四周的草场
上啃着野食。

皮卡车的尾部抵在猪圈的门
口，七八个壮汉便开始捉猪，猪们
开始乱跑；俗话说，狗仗人势；此时
向本初家养的一只狗，却成了最好
的帮手，每抓住一只猪，它就快速
跑来把猪的耳朵咬住不放。

刚刚把3头猪拖上车子的铁笼
子里， 另几头猪就把水泥砖砌的
猪圈掀翻了， 另3头猪便飞也似地
在草场上狂奔， 这只狗便立即朝
着其中的一头狂追。 猪狗竞赛的
场面出现了， 一时狗咬住了猪的

耳朵， 而猪大叫着继续跑； 一时猪
摆脱了狗的撕咬， 就向前狂飙。 周
围的客人们， 算是大饱了眼福， 并
大声喊着“加油、 加油”， 也不知
是为猪还是为狗鼓劲。

猪被狗死死咬定后， 向本初快
速将皮卡车开到了现场， 几个壮汉
将猪死死抓住了。

而此时， 厨房里的“泡汤肉”
已经炒好， 飘荡出浓浓的香味， 勾
起了大家的食欲。

在向本初家的大厅里， 摆了长
长的5桌， 客人们不管认识与不认
识， 一边吃着“泡汤肉”， 大呼过
瘾， 一边相互敬酒助兴。

向本初告诉记者， 八面山养
猪， 都是放养， 所以叫做“游山
猪”， 猪们在草场上啃食鱼腥草、
天麻等野生植物， 所以猪们瘦肉多
而嫩香， 市场价格看涨， 去年是毛
重每公斤40块钱， 今年则是毛重每
公斤50块钱了。

“你家养有多少头‘游山
猪’？”

向本初微笑着说： “50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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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月 3日讯 （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陈超群 向思成 报道 ）“长韶娄
通了，长沙到韶山更快了，我从长沙来用
了40分钟。 ”3日，迎着冬日的阳光，张先
生一脸的惬意。 元旦假期，韶山共接待游
客20.6232万人次，同比增长33.98%。 其
中传统旅游景点毛泽东故居每天保持6
万人以上的接待量。

“本来毛主席生日的时候就要来的，
没来得及，现在挺方便的，环境非常好，我
特别喜欢。 我是浙江的，这次一家人赶在
元旦来韶山看看。”在毛泽东同志铜像前，
黄先生手举红旗， 与一大家子10多人一
起拍下了他们新年的第一张合照。

随着沪昆高铁韶山南站和长韶娄高
速公路的相继开通运行，韶山的交通区位

优势更加凸现，这让更多的游客圆了多年
的韶山梦。

家在江西的宁先生今年已是古稀之年，
第一次到韶山来还是1968年，这次他是乘坐
高铁来韶山的，时隔40多年，他充分感受到了
韶山的变化。“之前想来一次很不方便，现在
确实便捷了，景色也更美了，我们祖孙一起在
这里很高兴，主席的家乡以后一定会常来。 ”

“因为爸爸想要我多学习毛爷爷的精
神，多了解毛爷爷，以前只在书本上学过
毛爷爷的诗，来了以后又了解了他好多故
事。 ”宁乡的喻奇小朋友说道。

据统计，今年元旦期间来韶山旅游参
观的新增了不少乘坐高铁来的。据业内人
士分析：沪昆高铁全线贯通后，乘坐高铁
来韶山旅游参观人数将会大幅增多。

看在眼里 爽在口里
生态庄园客盈门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坐在蔬菜大棚里吃饭，1月3日，记者亲身感受了这种惬
意的生活。

当天上午，位于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镇中平村的玉丰农
庄在喜庆的鞭炮声中开业了，吸引了不少衡阳市民前来观光
游玩。记者看到，这家农庄很特别，远看就是一个蔬菜基地，一
个又一个生机盎然的蔬菜大棚会让人产生错觉，是不是自己
走错地方了，其实不然，这正是玉丰农庄的特色所在。

玉丰庄园集团董事长赵贾初说，让老百姓欣赏优美的田
园风光，吃上纯真地道的无公害蔬菜。

赵贾初告诉记者，玉丰农庄占地面积400余亩，总投资
3000万元，集种植、养殖、餐饮、娱乐、健身于一体，力求打造
一个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农家庄园。在设计上，它既有湘南传
统民俗风格又突出农村特色，加上独具特色的休闲长廊和木
质连栋小包房，在满足服务功能的同时，还能营造出风景宜人
的效果，许多衡阳市民慕名而来赞不绝口。

“我一家三口趁元旦假期全都过来了，这个农庄很别致有
特色，房屋布局，池塘沟渠、树木菜地、田园风光都是纯天然
的、很贴近农村自然风光”。市民龙先生告诉记者，看到眼前这
种景象，勾起我们很多小时候的记忆。

当天，不少市民闻讯而来，他们对这样的农庄很满意，不
仅能够很清楚地看到餐桌上食物的来源，甚至连饭桌旁都种
有绿油油的新鲜蔬菜，让游客既能吃上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又
能感受到浓郁的生态气息。

油价“跌跌不休”
自驾游“节节攀升”

湖南日报1月3日讯（金慧）“现在油价降了这么多，出去
一趟单油钱就能省不少，开车出去玩划得来！ ”长沙县的彭志
健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元旦期间他自驾游了，今天才回来。

去年下半年， 受国际油价供求关系及经济形势影响，国
际油价一路下跌，国内油价也上演了“十一连跌”。 截至2014
年12月27日，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520元和500元，国
内汽油零售价格普遍回落至“6元时代”，柴油价格更是进入

“5元时代”，即5年前的水平。
对市民来说， 汽油降价首先就是在元旦小长假受益，自

驾游受热捧。 记者在太平街口随机采访32位有车市民，其中
有20位受访者明确告诉记者元旦自驾出行，主要是省内中短
途自驾游，以张家界、怀化、衡阳为主。

高铁通了 韶山更“热”了

生猪放养，猪肉50元/公斤

八面山上“泡汤肉”香

(紧接1版)作风建设和选人用人方面，机关风气不够好，干部
选任工作不够规范，机关干部整体素质不够优，内部管理需
进一步加强。 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
度落实不到位，职能发挥不够充分。 另外，扶贫资金与项目安
排比较分散，监管不够到位，扶贫工作成效还不够理想。

省委巡视第五组组长徐泽高代表省委巡视第五组，向省
统计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世平和党组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
在反馈意见中，巡视组指出巡视期间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主
要是：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统计数据造假、失真现象依然存
在，落实廉政建设还不太到位，少数机关干部廉政意识不够
强。 作风建设方面，深入研究突出问题不太够，机关作风还需
进一步转变，统计执法工作还有差距。 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干
部选拔任用方面，议事决策的效率不太高，超职数、混岗现象
比较突出，部分干部“双跨”问题没有理顺，干部交流培训力
度不够大，基层队伍建设比较薄弱。

省委巡视第六组组长戴军勇代表省委巡视第六组，向省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叶爱斌和党组领导班子
进行了反馈。 在反馈意见中，巡视组指出巡视期间干部群众
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两个责任”落实不
够到位。 基建工程项目建设和管理存在漏洞。 有的干部在企
业和经济实体中兼职取酬，有的利用职权谋私。 矿权转让和
机关办公楼、职工住宅建设存在违规行为。 作风建设方面，局
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和生产一线调研不多、指导不够，存在打
牌赌博现象，有的二级单位负责人办公室超标。 执行民主集
中制和选人用人方面，议事规则不够健全，超职数配备干部，
违规破格提拔干部，干部任职交流规定没有落实到位。 另外，
还存在事企不分、财务管理不够规范、薪酬管理混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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