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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薛红）记者今天从长沙市知识产权局获悉，
新修订的《长沙市知识产权补助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 《细则》） 对诸多内容进行了调
整，特别是加大了发明专利申请补助力度，
并将专利授权奖励调整为发明专利授权奖
励，同时增加了著作权登记补助。

发明专利集中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创新
能力， 是衡量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细

则 》 维持企业申请发明专利的申请补助
1000元/件、授权补助1000元/件的标准，但
对于企业首个发明专利，申请按2000元/件
标准补助，授权后追加补助1000元/件。驻长
高校发明专利申请补助标准由1000元/件调
整为1500元/件， 其中申请补助1000元/件，
由发明人申报并补助给发明人； 授权后补
助500元/件，由学校申报并补助给学校。个
人发明专利申请由原来的1000元/件调整

为1500元/件，其中申请进入实质审查后按
500元/件的标准补助， 获得授权后追加补
助1000元/件。对于大学生创业企业申报国
内发明专利的，进入实质审查后按3000元/
件标准补助。 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补助由原来的600元/件和500元/件调整为
300元/件。

同时， 专利授权奖励调整为发明专利
授权奖励。对年发明专利授权20至50件（含

20件）的申报人给予1万元奖励；50至100件
（含50件） 的申报人给予3万元奖励，100件
（含100件）以上的申报人给予5万元奖励。

《细则》 还增加了著作权登记补助 。
对计算机软件、 动漫领域作品、 网络游戏
作品以及具有经济效益的文学艺术作品等
著作权给予补助， 补助标准按照著作权人
实际交纳的登记费用一定比例的数额发
放。

生死救援
本报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黄海

6月26日上午9时， 江永县公安局上江圩派出所院
内响起了一阵鞭炮声， 一名男子带着两名妇女手拿一
面锦旗， 拉住教导员田瑞福的手激动地说：“如果没有
你们冒死相救，我老婆和女儿的命就没了。”

6月20日下午2时多， 上江圩镇浩塘自然村64岁村
民杨淑凤，来到村后地窖里拿红薯，因地窖口盖的石块
太重，自己无法掀开，便叫上50岁的邻居蒋转仙前来帮
忙。两人将石块掀开后，杨淑凤下到地窖，蒋转仙帮她
在上面接红薯。因为地窖一直未打开过，地窖内的红薯
腐烂产生了大量有毒气体。 杨淑凤下到地窖里后不久
就昏倒在地，在地窖口的蒋转仙连呼几声也没回应，急
忙下去营救，结果自己也昏了过去。

没过多久， 前去帮杨淑凤拖红薯的本村村民蒋建
兴来到地窖旁，看见两人都倒在了地窖里，向里面喊话
也没有回应。他一边大声呼喊“快来救命啊”，一边拨打
110请求救援。

呼喊声引来了数十名村民赶到地窖旁， 蒋转仙的
女儿蒋燕华得知母亲昏倒在地窖里， 来不及多想就顺
着楼梯下到了窖底营救， 正想救人的女儿忽然感到腿
脚不听使唤， 一阵头昏便什么也不知道了。3个人先后
倒在地窖里。

14时50分，上江圩派出所接到县局110指挥中心指
令称， 浩塘自然村有两名村民被困在3米多深的地窖
中，生命危在旦夕，急需救援。在家值班的教导员田瑞

幅带领4名民警和协警火速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曾经在云南武警边防总队服役的90后协警队员义

勇军， 没来得及细想就将绳索牢牢地系在自己腰上迅
速下去。其他队员在地窖上方牢牢抓住救援绳，以确保
救援人员与被困人员安全。 下到地窖后借助手电的光
亮，义勇军发现，地窖底部直径2米宽。昏迷的3名农妇
叠罗汉似的一个压在一个身上，趴卧在窖底，压在最下
面的那位老人已经不见了呼吸。脚踩腐烂的红薯，义勇
军顿时感到头昏眼花，在30秒的时间内，他屏住呼吸，
将绳索迅速绑在第1人的腰间，并利用梯子使被救援者
的身体保持直立状态，在窖上人员的齐力拉动下，成功
将一名被困人员营救上来。当他准备去捆绑第2人的腰
间时，突然吸进一股恶臭发霉的气体，他的脑袋一下子
嗡嗡作响，两边太阳穴疼痛，手脚开始有点发软，在珍
贵的60秒之内， 他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将第2人捆绑好，
两手奋力向上托举， 当第2名被救者悬空离开以后，他
两眼发黑倒下了，救援用的手电也摔在窖底。救援队员
迅速将其拉上来，从他深入地窖救人前后不到两分钟，
分分秒秒都让人惊心动魄。

3名农妇被救上来后，全身发紫，已经休克，民警将
3人抬上车送往医院抢救。 杨淑凤老人因晕倒时间较
长，加之岁数已高，抬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蒋转仙母
女在镇卫生院脱离生命危险后被紧急送往县人民医院
治疗。

本报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罗理力

“老婆快看 ，又发了一篇稿子 ！”6月
20日傍晚， 隆回县岩口镇岩口村村民彭
如手拿2012年第6期《文史博览》，高兴地
对妻子刘国秀说。 这期杂志上刊登了他
写的《毛主席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彭如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48岁，
初中文化， 受爱好读书写作的父亲彭建
洪影响 ， 劳作之余喜欢舞文弄墨 。1984
年，他在上海一本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孟
姜女的传说》后，坚持写作不断。28年来，
他走村入户采集素材， 在各级报刊发表
民间故事、文史、小说等稿300余篇。2002
年10月，彭如加入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今
年6月，又加入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口袋常揣纸和笔
彭如以种田、开拖拉机为生。多年来，

他无论身在何处， 口袋里总揣着纸和笔。
在院子里，听到老人讲过去的故事，他总
要刨根问底，搞清来龙去脉；在外面跑运
输，遇上好的素材，也会详细记下来。

有一次， 彭如听说岩口镇100年前有
一条专门榨油的老街曾红极一时，外省许
多高官都来这里买过茶籽油、香油。他走
村入户采访当地近100位老年农民， 拍摄
了多种原始榨油工具， 把如何炒油茶籽、
进料、出料等榨油工序及木榨结构全部记
录。功夫不负有心人 ，两个月后 ，他写的
《远逝的榨油声》一稿，先后在《人民政协

报》、《文史博览》等6家报刊配图发表。

忙完农活忙写作
彭如文化程度本来不高， 但他28年

来勤学、勤写，每天从地里忙完农活回到
家，来不及洗掉腿上的泥巴，就开始伏案
写作， 家务事常常顾不上， 妻子嗔怪他
“不务正业”。一天下午突然下起大雨，妻
子赶紧喊他去晒谷坪收稻谷， 可彭如正
趴在桌上用心写稿，没听到妻子的喊声，
稻谷淋湿了。 妻子问他：“你以后就靠写
东西吃饭了吗？”“对，这就是我的精神食
粮！”彭如笑着回答。

见他如此“顽固不化”，妻子转而默默
支持他写作。每写一篇稿子，彭如总要修改
多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半夜三更，妻子
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在文稿上圈圈点点，就
会悄悄起床，给他煮两个鸡蛋当“夜宵”。

为提高写作技巧， 彭如还经常拿着
文稿坐班车去县内外，向名师请教。村支
书见他如此好学，干脆把 “农家书屋 ”的
钥匙交给他，让他担任管理员。通过阅读
和实践，他掌握了故事、小说等文体的写
作技巧，稿件命中率逐步提高，一些编辑
还主动向他约稿。去年10月，他创作的小

说《村支书雇村民》获隆回县建党90周年
征文一等奖。他的《油菜花开油菜香》等3
篇作品，还获得省以上奖励。

如虎添翼“三件宝”
稿件不断发表和获奖， 这更加激发

了彭如的写作热情。为提高写作效率，去
年， 他央求妻子从并不宽裕的家庭 “财
政”中挤出1万多元，买了电脑 、照相机 、
摩托车等工具。

学电脑时，彭如请儿女当老师，教自
己打字、发电子邮件及网上阅读。打字拼
音念不准，字打不出 ，他就买本《新华字
典》放在电脑旁，妻子笑他是 “八十岁学
石匠”。

通过半年努力， 彭如终于学会了电
脑操作，不仅可以在网上写作 、发信件 ，
而且经常利用QQ和编辑、 文友交流。这
样一来，写作视野不断拓宽 ，许多大稿 、
特稿纷纷见诸报端。

如今 ，电脑 、照相机 、摩托车成了彭
如写作的 “三件宝 ”，他一有时间就背着
相机、骑上摩托深入村寨 ，搜集 、整理民
间传说和文史资料， 或在电脑前潜心写
作。他说：“我要将写作坚持到老。”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数百道
新品湘菜特价放送 ， 上百家酒店 、 酒楼参
与， 还有20多名国际顶级厨师前来与湘菜名
厨结对交流———2012长沙湘菜美食周正在火
热进行， 活动将一直持续至6月30日。

今天， 20多名国际美食烹饪艺术大赛的
获奖选手来到长沙火宫殿进行参观交流， 这
些国际名厨分别来自美国、 荷兰、 英国、 西
班牙、 秘鲁、 突尼斯、 埃及、 德国、 比利时
等国家， 他们将与大蓉和、 西野、 喜来登、
金牛角、 徐记、 好食上、 华天等企业的名厨
结对交流， 切磋厨艺、 互相学习。

据了解， 2012长沙湘菜美食周为2012湘
菜产业促进周的子活动， 活动时间为6月23
日至30日 。 活动期间 ， 长沙地区包括喜来
登 、 华天 、 华雅 、 新长福 、 大蓉和 、 金太
阳、 湘锦、 好食上等在内的100多家餐饮企
业和酒店， 每天将推出一款特价菜或新品湘
菜， 广大消费者可大饱口福。 此外， “金筷
子” 服务之星———首届点菜师培训暨能手擂
台赛也将于28日至30日在长沙举行。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梁涛 张军
田金）近日，龙山县人民政府与上海市江桥、江杨批发市
场经营管理公司签订了紧密型百合基地对接协议， 龙山
百合产品在这两个市场将优先进场。

龙山百合已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为A级绿色
食品。今年全县百合种植面积6.65万亩，预计总产值突破10
亿元，种植面积和产值均稳居全国第一。上海市江桥、江杨
批发市场分别是上海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与农产品批发
市场，目前龙山的百合产品在江桥、江杨批发市场内占有
率已经达到98%，占据了这两个市场百合产品的龙头地位。
协议签订后，江桥、江杨市场将为龙山百合提供售前、售中
和售后便捷服务，并将市场内百合的销售价格、成交数量、
销售趋势及与其相关信息及时反馈给龙山百合种植户。

宁乡举办“家庭才艺赛”
引来百个家庭打擂台

本报6月26日讯 （通讯员 贺文兵 戴凯军）
大肚子堂客怀了龙凤胎，丈夫带着妻子进城做孕
检，一路上，这对乡里夫妻闹出了一连串笑掉人
大牙的笑话。近日，在宁乡县菁华铺乡的“家庭才
艺展示赛”的擂台赛上，来自泗海村的胡富强、孟
雪华夫妇表演的小品《龙凤胎》笑得观众前翻后
仰。当日，菁华铺乡计生协会组织举办的“家庭才
艺展示赛”引来全乡103个家庭“打擂台”。

长沙调整知识产权补助政策
加大发明专利申请补助力度， 增加著作权登记补助

“泥脚杆子”痴迷写作28年
———隆回县岩口镇农民彭如的故事

龙山百合俏销上海

数据汇总系统精准性提高
我省创新农作物品种区试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黄
勇）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农作物品种区域试
验工作会议透露，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发、使用
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数据汇总系统，有效提高
了区试数据的精准性，受到农业部高度肯定。

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主要是对品种的丰
产性等农艺性状进行鉴定，是确保种子安全的
第一道关口。过去，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主要
由人工汇总和人工统计分析。如今，我省通过
开发区试数据汇总软件，实现试验数据网上填
报和计算机自动生成总结初稿，比人工效率提
高了3倍，提升了农作物品种推广的安全系数。

目前，我省的水稻、玉米、棉花、油菜、辣
椒、西瓜等6类作物每年参加区试的品种数量
达800个。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6月 26日

第 2012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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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1000 340000

组选三 276 320 88320
组选六 0 160 0

2 2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6月26日 第2012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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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5177475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7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878517
2 41555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33
61978

1263044
9776283

59
2210
42317
320615

3000
200
10
5

0816 18 19 28 32

炎帝陵朝圣路
完成绿化提质主体工程

本报6月26日讯（通讯员 黄春平 记者 周怀立）近
日，投资近2000万元的炎陵县炎帝陵朝圣路绿化提质改
造主体工程竣工。该路段全长11公里，其绿化提质工程
是在原有香樟行道树基础上，向外扩展8.5米，左右两边
增植两排落叶乔木，并组团式配置林下开花灌木、播种
地面野花，形成简洁大气、庄严肃穆的绿色生态效果。

6月26日，
来 自 英 国 的
Robert ·James
（左一）和西班
牙的 Javier（右
一） 来到长沙
喜 来 登 大 酒
店， 与国际餐
厅厨师交流西
式餐点制作。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长沙湘菜美食周火火火热热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