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9月 13日

第 2012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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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 1000 492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779 160 124640

0 3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9月13日 第2012108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7910984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3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996216
3 17233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641
74687

1283003
9763747

54
2660
45035
338656

3000
200
10
5

1312 13 19 280901

本版责编 谭云东 版式编辑 吴希 责任校对 胡永龙特别关注·综合 ２０12年9月14日 星期五8

!"#$%!#&'(

!" ! #!$%&'()*+
,- "# ." ! /0)*12 "##
345678!09:;<(=>
(?@ABCDEF)GHIJ
KLMN!OPQR%&'(S3
)*" ! # "$%"& T!#=>(?I
JKL)$UVWX%&'(YZ
[\]%^_`ab]c-"

def!ghMNiVjkl
4mnohpqrLMN" s=t
(?@ABC5us@Avw]
XMNxyIJKL!z{|@}
~�o�JL�!oW����I
J�q" MNxy '%&'(�]
/�i��%i��!�d&~�o
�J$ MNJ��wz{|@!�
/���J�7!�������
�������4|@!����
� ¡¢7!£¤¥¦§0¢7¨
©ª«¬4pq®' ¯�/��

���°j|@J±4²³!%&
'(ª´µ¶·¸hMNz�4
z{|@¹º&/"»J$®!¼
!"9���XYZ½�¾k¿
�4J±���V@A%VÀ±4
|@!ÁJÂÃ%&'(UÄÅ�
ªÆ��� ! ÇÈÉ��� $###
Ê"

!"" )*+,-./0

dË!%&'(Ì°¸hMN
Í�ÎÏÐe "## ÑaÒÓÔ!X
MNxykÕÈ4Ö× "##(ØÙ
Æ�Ú4²Û" MNxy!²ÛX
%&'([\]Ü^_`ab]
�ÚÝÞ¹ßàáâã )### Êä
åæçÕÈè " é!²ÛåêÈè
ëìâíî{4ÓÔÕÈMN" â
íïð * 8Õ * Ñ!$ 8Õ $ Ñ!ñ
¾ + 8Õ + Ñ ! ñ¾ "# 8Õ "#
Ñ! �í9 "## ÑÓÔ��GÈ!
"##(ØÙÆ�Ú4²Û"

123456789

òIJKL�q:! ¸hMN
ª{óôõö" ! # "$ Tïð!%
&'(^_`ab]U÷øùúû
ü"ýþ(?@Aÿ!"¡5#$
%4(&''()*)+,--./
�012!k3456789:(þ
;<Ã'o) (=o>./�?�
@%(ABC'í'D) EFGýþ
"./�HIý% /JKLM-N
NOPQR&% STàUVWXY
/Z[(í\]^¼% ST_`)
a�Z[(í\bc# de(ó
ôfgÿh"¡vw]����*

de=t(?@ABCij
kklm!n¯%&'(Yxop
qnrs!X%&'()*+t-
"# ."'ß!BCUku�¤v4
�qwxyEh%&'(&CJK
L)$!QRz¬²Û*

!!" #$" #%&'(#

!"#$%&'()*+ ,-./+0
!"#$%&'()*+,-!.

/,01()#$12345"6789
:;!9<;!!=>?@ABCDEF
GH#IJ$KLMN%OAPQRST
U!VW!XYOZQR#9"[$\]^
G_`19:;!9<;!9=>abc
d_e# fgChijkl9"mn#o
p1qrCstuvwxyzm{"

&|}~C��#,����}�#
�����,�}�'"�����y#
�^���������p�1��
;�#��~Z&�� ¡!¢£¤#G
¥91¦§¨4w©ª�2!«¬w
®¯19"[$" °%±²9"[
$# ³´wµy¶µy�·¸¹�!¸
º»s#¼�&½(),¾·¿1/C
3ÀS[$ÁÂ# ÃÄ¼&½()1
&Ad}Å'"

¹s#ÆÇÈÉ&½()ÊËÌC
ÍÎ1¥9xy#Ï�ÐÑ1ÒhÓÔ
ÕÖ#×Ø1xyÙÚÛÓÔÜÝ" Ì
C1xyÞß]àá1Ñâ#�ã1�

Ë¼äåæ1�2" �çxyèéê
ë#ÌC19"[$ìã%³´&½(
)ÌCÍÎ1()}í#Û%³´ÆÇ
îµï�ðñ¼ò! ¼ä�Ñ1[ó
$#îµï&½ôõö÷CÀøù±ú
Åû1[$üý"

þÿ#è!2oS"#$&#òo
%&'()1ÆÇ#*�+,!"[$
1-.#/01234156!�78
91:1;<!'(Í=��1>v°
?@]µ²�1'(AB#CD]µ²
�1EF;�" oGÇH)#I�JK
L!MNüý#OPÊËQS!Ëº!R
ù" oST4!�U4!VW41�yX
Y&#µ²�Z[\z]!^_z]M
Ô4!`a4#bÿcd¿�!ed0Ë"

fghäijÆÇ(µï�èk*
�lm1;�#ä(ono12pqr
&ds.Æ)µï�tu()èk*�
vw;�@Áx#ZdsÃyÀSsb
3À#�z��{°|}ÍÎ" ��&
�'(2~&���1�S��#ö�

;��d��" °�è�#ÆÇ1'(
���/!"[$��#bÿ��12
��#vwa2;�#�'(z]�Ñ
,�b�[ÊË�["

ÌC1!"[$���A#�Ì1
·¿����·b"&'ôõ��%Õ
C¦���!"[$1A �#¡¢p
Êoxy£F1s¤#�¥��!¸¦
ÙÚ#�§¨©!·£��#�ª�xy
«P¬!����®!��(¯·¿!
��Ñ«£F#G°Ó1¼±²÷xy
1³´#Ë�µ¶µ·¸¹1º»"

67¼!:;!!<;!!=>?
@A½CDEF¾�£�¿À"ÆÇ
GÁÂ# !"[$�ZÃ»fgCh#
ÄÅÆ�7Ç#4�ÈÉÊË" ÌÆÇ
ÍÎÏhË3lH#Ð¬!A½ÍS1
!:;!!<;!!=>HA !"[
$#ÐÑp1qrC�[³E#bÿÒ
ÓÆÇoÔÕ£F1Ö×¶�®·b*

!!"#$%&'()*+,,-
.-",/-01#

!"#$%&'()*+
234

9月，又到开学季。大学新生们的
书包里，装满了各种潮流装备：苹果3
件套、数码相机……

转型升级，如果用它来形容从紧
张枯燥的高中， 到自由有趣的大学，
所能经历的种种转变，那么，我们的
硬件的确转型了， 也纷纷升级了。可
我们对未来学习生活的准备，是否也
转型升级了呢？

未来会怎样？ 也许谁也看不清，
但是，美好的未来一定属于那些在大
学里有思考，有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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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插 花 ，
也是大学生技能
培 训 的 一 环 。

刘银艳 摄

在化妆品公司打包裹的兼职大学生， 一招一式有模有样。 通讯员 摄

“他思”变“我思”
———迷茫的大学生需要思维进化A.

转型路上，
仁慈不是通行证B.

当我们采访大一新生与大四毕业生
时，有一点异常一致。对未知的大学生活，
新生们在憧憬与兴奋之余， 剩下的便是
“迷茫”；而很多大四毕业生在感慨“四年
竟然一晃就过完了”之后，也讪讪自嘲“迷
茫着进来，迷茫着离去。 ”

为什么如此迷茫？
“在中学，学生的一切，都有学校和家

长替他们规划，他们也习惯了这种‘被规
划’。 ”著名教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认为，中学生这种“他思”的习惯久
已养成，以至于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要
自己规划，自己考虑，学生们一时之间难
以形成这种思维的转变。加上失去了诸如
“上大学” 这样简单而清晰的目标， 没有
“我思” 习惯的大学新生们在找不到新目
标的情况下，迷茫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大学生们应该完成这几个转型。 首
先是‘他思’到‘我思’的转型，继而从思考
延伸至行动，实现‘他律’到‘我律’，最终
达到从‘应试场’向‘能力场’的转型。三大
转型，归根到底就是化被动为主动。”湖南
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姚金海认为。

如果“他思”变“我思”是思维上的转

型，那么“他律”变“我律”就是行为上的转
型。中学时，从起床铃开始，到晚自习后熄
灯铃响起， 一切都在学校的约束当中；读
大学了，请个假不是难事，只要你愿意，睡
觉可睡到自然醒，逃课玩一天的游戏也没
人管。 曾有考上名校的大学生，却因为无
人管束沉迷网游，最后落得退学的下场。

“应试场”变“能力场”，则可以理解为
知识储备上的转型。中南大学的苏牧同学
向记者说出了他对转型的领悟。 大一时，
他也像大多数同学一样新奇、兴奋，什么
活动都参加， 什么社团都报名。 “一直在
忙，兴趣也转来转去，反而觉得很空虚。 ”
直到大二暑假，他终于沉下心来思考未来
职业的定位和努力的方向。

通过与老师的沟通，并阅读大量自我
认识、职业规划等方面的书籍，苏牧发现
自己对电子商务非常感兴趣，且个性也很
适合。他开始深入研究淘宝公司的发展脉
络、运营策略以及招聘条例，并对同类型
的公司也进行了研究了解，然后，再比对
自身，一一充电。今年一毕业，在与众多名
牌大学生、研究生的“抢夺”中，他脱颖而
出，顺利进入淘宝公司。

日前 ， 清华大学新生赴校报到时 ，
学校在报到区外设置 “警戒线”， 家长一
律只能在线外等候， 要求学生独立报到。
此举看似不近人情， 专家们却认为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 和自我规
划意识。

独立报到， 如此简单的行为， 如果
上溯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大学生，
不要说独立报到， 千里走单骑独自出省
求学， 那也是家常便饭。 再反观当代大
学新生入学， “送学潮” 持续升温， 据
悉规模最大的 “送学队伍” 竟达到15人。

还曾有报道说， 北京某大学学生每
个月准时把脏衣服打包邮寄给远在兰州
的妈妈清洗； 因为担心女儿不会吃感冒
药， 东北某家长坐飞机给远在青岛读书
的女儿送感冒药。 这种看似仁慈却低品
质的爱， 使得孩子出现一些共同的缺点：
缺乏谋生处事的技能、 责任心不强、 不
能与人合作、 心理承受能力弱以及习惯
性啃老等。

长沙洁莹色彩工作室的刘洁莹女士
则认为孩子需要在 “折磨 ” 中成长 ：
“在法国， 孩子16岁时， 亲人们会为他举
行盛大的成人礼， 进入大学， 更意味着
你进入了成人的社会。 ESMOD服装学院
和法国许多大学一样， 没有食堂， 没有
宿舍， 学生要自己学会做饭， 要自己找
房子， 懂得跟房东谈房租； 学服装设计，
还要自己找模特， 自己联系展览……为
了完成学业， 学生通宵熬作业是常有的
事。”

刘洁莹说这10年来， 也接待了形形
色色来工作室应聘的大学生， 觉得他们
普遍存在基本功不扎实、 知识不全面等
问题， 很多本来应该在大学里学会的东
西却需要企业来帮他们补课。 原来不少
大学生只在大一大二还算安于学业， 从
大三联系单位实习开始， 逃课就很常见
了， 而大四， 除了完成论文， 基本不会
进课堂 。 作业怎么办 ？ 考试怎么办 ？
“老师会对我们网开一面的。” 有的大学

生这样回答刘洁莹的提问 ， “也许
是这样的学习氛围促使我决心送女
儿去留学吧， 大学4年， 学业应是第
一位的。”

有几位已工作多年的人士告诉
记者， 他们也常为大学时的放任自
流感到后悔 ， “那时候 ， 只要上完
课， 考试过关， 老师对你要求不多，

自己对自己也没太高要求 。 自我仁
慈的结果就是虚度光阴 ， 收获甚
少。” 基于这样的认识， 他们认为大
学期间 ， 老师不仅不能网开一面 ，
还更应该 “狠 ” 一点 ， 把一些研究
生做的课题下放到本科 ， 让学生在
琢磨课题 、 大量阅读的过程中拓展
知识面。

蜕变的旅途
———大学4年是弥补个人缺陷的最佳时段C.

并不是每个大学生都像苏牧那
样能及时醒悟，“等到想起， 毕业的
铃声已经敲响了” 是令很多大学生
遗憾的事情。

“他们不是不想改变， 更多的
是不知道如何改变 。 ” 专家表示 ，
大学生要实现这些转变， 实际上有
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迷茫的时候， 需要一个明确的、
行之有效的目标 。 许多调查也显
示， 大学生是否有明确的目标与规
划， 结果将截然不同。

“我们大学之前的教育， 还带
着浓厚的 ‘填鸭式’ 色彩， 进入大
学， 却又突然变成了 ‘放羊式’ 教
育，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学校应该
加强引导功能 。” 益阳市一中的专
职心理学老师李阿玲认为， 如果在
高中就开设职业规划课程， 对于帮
助学生们正确认识自我， 及早确立
适合自己的职业理想就大有益处。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进入大
学， 大学生们的自主意识、 自律意
识和自我提升意识都会大幅提高。”
然而， 现实情况却是， “几乎没有
高中开设职业规划课程， 大学里做
得也很不够。”

熊丙奇表示， 西方发达国家非
常重视对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 ，
而我国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起便要
求大学开设职业规划课程， 但大多
流于形式， 没有落到实处， 缺乏职
业规划的学生们很容易陷入迷茫 。
“大学里 ， 这一角色多为辅导员充
当 ， 但他们本身并不具备这一能

力。 在国外， 职业规划导师都是有
经验的教授来充当的。”

“我们学校在大一开设了职业
规划课， 大三开设了就业与创业指
导课， 此外， 还引入了职业测评系
统 。” 姚金海建议大学生们在充分
利用这些课程的同时， 还可以找一
个有眼光 、 有丰富阅历的引路人 ，
比如自己所学专业的知名人士、 学
长等 ， 充分了解自己所学的专业 。
如果发现自己真的不适合这一专
业， 可以向学校申请转换专业， 或
是在考研时达成这一目标。

有专家也指出， 大学4年是弥补
个人能力缺陷的最佳时段。 能力的
内涵与外延都非常宽泛， 最好是量
体裁衣， 根据自身特点及爱好， 有
的放矢进行转变。

湖南大学曾有一对来自广西的
双胞胎姐妹， 想当校园主持人， 可
普通话不够标准， 她们便每天晚上
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 跟着播音员
学播报， 最终达成了心愿； 长沙岳
麓区的黄女士说， 她的表妹因来自
农村 ， 感到自己在气质上有欠缺 ，
大学时便报名舞蹈班坚持学习 ， 3
年后的一天， 她再次见到表妹， 简
直像换了一个人。 “这种有针对性
的提升 ， 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 不
少教育专家都很提倡大学生进行这
样的锻炼。

大学四年， 很短也很长， 学习
知识， 提高能力……更重要的是在
摸索中， 要渐渐地为人生踏入职场
谋划未来。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欧阳天翔） 在昨天省政府召
开的全省深入推进商标战略暨名牌商
标授牌颁奖大会上， 株洲时代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时代新材 ”、
株洲市三星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的 “洣
水河” 等5个中国驰名商标企业受到
省政府的表彰授牌， 株洲市市长王群
在会上作了大力推进名牌商标战略的

典型发言， 株洲市加快实施商标战略
步伐， 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受到省政
府的充分肯定。

据省工商局提供的信息， 株洲市
现有注册商标总数10018件 ， 拥有中
国驰名商标28件， 省著名商标154件，
均居湖南省第二位， 驰名商标数量高
于长沙和武汉以外的其他中部省会城
市 ， 拥有 “醴陵陶瓷 ” 、 “醴陵鞭

炮”、 “攸县豆腐” 等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10件， 是我省拥有地理标志商标
最多的城市 。 2010年5月 ， 被国家工
商总局确定为首批国家商标战略实施
示范城市之一。 目前， 株洲市控股和
参股的上市公司都是驰名商标、 著名
商标企业， 有效地发挥了商标融资的
作用， 2010年全市商标融资金额超过
28亿元。 全市企业在境外有效注册商
标数达207件， 位居湖南省第二 ， 提
升了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实力， 华联
瓷业以品牌优势， 产品畅销全球60多
个国家和地区。

东安文明新风漾城乡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陈政忠 张明）

今年以来， 东安县大力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创评” 等活
动， 让农民与城镇居民一样沐浴文明新风， 共享文明成
果。

县里动员引导村民在春节、 植树节、 清明节、 端午
节等传统节日开展 “团团圆圆年夜饭”、 “一家一树”、
“缅怀先贤， 孝老爱亲”、 “讲卫生强体魄” 等活动， 将
低碳环保、 帮困济贫、 志愿服务、 吃苦体验、 文明共建
等传统精神和文明新风， 融入百姓家庭生活， 从家庭入
手提升城乡居民的文明道德水平。 县财政加大文化体育
和精神文明建设投入， 全县村村建起了图书室、 党员活
动室、 文化娱乐室、 村民议事室和健身场。 近年来， 白
牙市镇、 芦洪市镇分别被评为 “全国文明村镇” 和 “全
省文明村镇”， 全县共评选出星级文明户2.5万户， 其中
十星级文明户达8500多户。

株洲实施商标战略促进经济发展
驰名商标数量高于长沙、 武汉以外的中部省会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