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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月桂

网购便利店现身乡镇

网购潮来势汹汹 ， 在网络和快
递业务尚未普及的乡镇农村 ， “网
购专营便利店” 已悄然现身。

长沙市望城区茶 亭 镇 有 两 个
“商业中心”， 相距约3公里， 各设有
一个淘宝网代购便利店。

在梅花岭的网购便利店内 ， 设
有4台电脑和两排货架， 陈列颇为简
单， 门口有淘宝网授权的小招牌。

“我们这里大部分人家都没有
网络 ， 有些人想网上购物却不会操
作， 而且快递也不送到乡镇 。 农村

乡镇网购很不方便 ， 有网购意愿的
人都会到我这个店里来。” 店主肖女
士介绍 ， 自己跟一家快递公司达成
协议， 每周送两次货到店里。 200元
以下的商品， 一般收取5元代购手续
费； 超过200元的， 按照商品价格的
5%收取手续费。

这家网购便利店服务对象是集
镇附近的居民 ， 顾客大多是学生 ，
买的也多是 200元以下的衣服 、 球
鞋 ， 或者电话卡 、 Q币等 。 肖女士
透露 ， 早几天为一个顾客购买了一
台相机 ， 算是接到的 “大单 ” 了 。
“其实我还可以订机票 ， 买电器的 ，
但是现在大家对网购的认识还不
深， 我的店开业到现在一直没有赚
钱。”

社区网购便利点
赚点“零花钱”

其实， 淘宝网的线下
代购点， 在城市里已经不

算什么新鲜事物了。
2011年 ， 淘宝网宣布进军线下

零售 ， 授权副食店 、 超市 、 连锁店
等社区店 ， 成为淘宝网官方授权线
下代购点 ， 为不会上网的消费者提
供网购、 充值缴费等电子商务服务。
随后 ， 淘宝网购便利店 （点 ） 开始
在多个省市遍地开花。

在长沙市开福区荷花池巷 ， 记
者找到一家淘宝网便利点 ， 10多平
方米的小店面 ， 与普通商店无异 ，
只多设了一台电脑 ， 店门口有一块
“淘宝网代购便利店” 的小招牌。

年轻的小夫妻经营着这家小店
面 ， 小店主主要收入来源仍是店内
的商品 ， 网购服务只是赚点 “零花
钱”。

两人表示， 店面靠近一所学校，
学生是网购服务的主要对象 ， 网购
服务每月也能有几百元的收入 ， 虽
然不能靠它吃饭 ， 反正成本低 ， 也
不占地方 ， 就一直做下来了 。 “不
过， 2011年时长沙有100多个这样的

便利点， 现在大都看不到了。”

乡镇网购便利店
难以盈利需慎重

湖南龙意公司是淘宝代购业务
在湖南的第三方渠道商 ， 记者致电
该公司负责人获悉 ， 目前省内有数
百个网购便利店 （点）， 但在乡镇开
设的专营便利店 ， 因为经营内容单
一 ， 大多难以赢利 。 该公司表示将
限制批准开设新的专营便利店了 ；
至于设在社区超市的便利点 ， 还是
有盈利的。

该负责人还表示 ， 淘宝网正在
研究线下代购业务 ， 希望能推出新
的盈利模式， 改善专营店的现状。

业内人士建议 ， 目前来说 ， 店
铺最好有自己的主营业务 ， 淘宝代
购只是附加业务 ， 那些开设在乡镇
的网购便利店 ， 需利用好自己的
“熟人关系”， 悉心培育市场 ， 同时
增加赢利点， 赢得生存空间。

本报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赵志高

1月19日，农历腊月初八，记者驱
车赶到邵东县杨桥镇，观看了由农民
工发起组织的湖南省第二届农民工
春节联欢晚会。

“‘农民工春晚’主要是农民工演，
演给农民工看。 ”“农民工春晚” 发起
人、总导演朱良成告诉记者，演员和节
目是在长沙、株洲、湘潭等5地海选而
来，绝大部分演员为农民工及其子女。

朱良成是浏阳市人， 今年33岁，
当过建筑工、装修工、酒店服务员等。
2012年1月14日， 他在浏阳举办了湖
南省首届农民工春晚，被一些网友称
为“史上最感人春晚”。

中午过后，“春晚” 现场挤满了来
自四面八方的群众， 整个春晚舞台被
围得水泄不通。 “春晚”舞台搭在一处
建筑工地旁，舞台布置虽然简单，但背
景、灯光、音响、电子屏幕等一应俱全。

“我是一名厨师，非常感谢农民工
春晚组委会给我们一个舞台， 让我们
可以尽情展示自己。”在演员休息区，记
者见到了来自株洲的80后小伙陈立
文。 他表演的节目是吉他弹唱《父亲》。

下午2时18分，在热烈欢快的群舞
中， 湖南省第二届农民工春晚拉开帷
幕。 唢呐独奏《赛马》、相声《农民工趣
谈》、杂技《眼皮提水》、歌曲《我要上春
晚》、小品《小区故事》、少儿舞蹈《中国
结》等节目轮番上演，“晚会”气氛热烈
欢快， 以农民工及其子女为主的观众
看得如醉如痴，连连鼓掌叫好。

农民工有“奇人”。一袭白衣的中
年男子打着赤脚，踩在两把锋利的钢
刀上，轻松地吹起欢快的唢呐，脸上

还露出自信的微笑，顿时现场掌声不
停。 表演者是来自攸县、今年43岁的
农民工董国庆。 他的一招一式，颇有
明星范儿。来自浏阳的农民工王贤湘
也是功夫了得，他将钩子钩进下眼皮
上， 钩子另一头用细绳系着装有2公
斤水的塑料桶，一瞬间，水被提离地
面约1米。随后，他还表演了用鼻孔吹
汽车轮胎、 用喉结顶弯钢筋等绝技。
现场尖叫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农民工有追求。在长沙打工的邵
阳籍农民工蒋叶平、钟元奇，对文艺
的共同爱好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俩
组成 “烧饼兄弟”， 表演了原创歌曲
《我要上春晚》。 表演时也不加修饰，
极为“农民”，真实地表达他们外出打
工的艰辛和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
追求。 主办者为了给他们一个惊喜，
秘密将蒋叶平年迈的父亲和他的一
双儿女接到现场。当快一年没见面的
家人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激动得
流下了眼泪。乖巧的儿子依偎着蒋叶
平，说：“爸爸，我想你，常回家看看！ ”

农民工有爱心。晚会进行到爱心
助学环节，杨桥镇农民工出身的企业
家王立新拿出10个1600元的“红包”，
送到10位留守儿童手中。 王立新表
示，他将一如既往帮助农民工兄弟和
留守儿童。 本届农民工春晚，也是他
负责了相关费用。

整台“春晚”不仅有普通农民工的
精彩表演，还有本土笑星何晶晶、歌手
袁野等助阵。 省文化厅、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到场
“力挺”。 “无论从哪方面讲，今年的‘春
晚’ 比第一届要好很多， 我希望我们
‘农民工春晚’越办越好，为农民工兄
弟带去更多欢乐。 ”朱良成自信地说。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胡炎鸣
郑小霞 邱琼芳） 1月16日， 从娄底市社会救助管理工会
议上传出消息， 去年娄底共救助生活无着人员14005人
次， 接送流浪孩子回家470名， 连续10年保持了生活无着
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无事故。

新化县炉观镇严塘村村民刘中长， 是10年无事故的
直接受益者。 这位20多岁就在外乞讨流浪的残疾人， 在
救助站和民政部门的帮助下， 即将搬进危改后的新房。
“从今年3月送他回家开始 ， 我们一直对他进行跟踪回
访。” 娄底救助站党支部副书记颜建国说。

跟踪回访， 是娄底统筹1个市级和5个县级救助站建
立救助管理工作联动机制的一部分。 娄底各救助站实现
了信息资源共享， 建立了各站相互为对方寻亲的机制。
娄底各站对每个需要救助的人员不是简单地接过来送出
去， 而是通过回访、 与当地政府联系协商等措施， 使被
救助者在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 得到妥善安置， 不
再流浪。

娄底市救助管理站和涟源市救助管理站已被民政部
评定为全国首批二级救助管理站。

通讯员 杨玉菡 叶琳
本报记者 郭云飞

1月16日，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
竹家园村的陈寿先，作出了平生最重
大、最沉痛的一个决定———将没有救
治希望的独生子陈佳宇的器官捐献
出来，让孩子的生命在他人的身体里
得到延续。

遭遇车祸，20岁小伙救
治无望

1月10日晚7时左右，益阳圣水华
庭国际水会酒店员工、20岁的小伙子
陈佳宇，在益阳城区康富南路福中福
路段遭摩托车撞击， 致颅脑损伤，经
益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18小时无
好转后，于11日转至益阳市中心医院
治疗。

此时的陈佳宇 ， 已陷入深度昏
迷。 经CT检查，发现其右侧额颞顶部
硬膜外血肿，益阳市中心医院立即对
其进行血肿清除手术。 术后，陈佳宇
被推进重症监护室。 接下来，陈佳宇
开始与死神抗争 。 一墙之外的亲人
们，痛苦着、煎熬着，祈祷奇迹发生。

然而 ，从11日至15日 ，几乎一天
一个病危通知 。 亲人们都预感到不
妙。 医生也表示，陈佳宇活下来的希
望渺茫。

术后几天，陈佳宇一直处于脑水
肿高发期，病情不断加重。 15日3时，
其自主呼吸停止，靠呼吸机和药物维
持微弱的生命。 医生分析，其存活几
率近于零。

陈佳宇家十分贫困，刚刚借钱盖
了新房，根本无钱交付手术费。 肇事
方也是穷苦人家，前前后后只送来1.3
万元医疗费。 从事发到16日，陈佳宇
的医疗费用已高达七八万元，这些钱
都是亲朋好友凑的。

父亲决定，无偿捐献儿
子器官

1月16日一早，经过一夜思量，陈
佳宇的父亲陈寿先作出一个沉痛决
定：无偿捐献儿子的器官。

决定一出 ，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
了，有敬佩的，有担忧的，更多的则是
感动。

陈寿先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
生坎坷。 但生活的不幸、家庭的贫寒，

并没让这个铮铮汉子屈服，他依然乐
观，依然乐于助人。

可这次 ， 他哭了 。 每天凌晨四
五时 ， 趁着大家睡着了 ， 他悄悄跑
到一个角落 ， 大口抽烟 、 默默流
泪———这可是他唯一的儿子啊 ， 这
么年轻， 又很懂事。

将“生命礼物”献给最
需要的人

陈寿先决定捐献儿子的器官后，
亲朋好友陷入更深的悲痛中 。 他们
既对陈寿先油然而生敬佩 ， 又对陈
佳宇即将离去恋恋不舍 。 为最后尽
点心意 ， 陈佳宇的13个堂表兄妹凑
了1000多元钱 ， 给陈佳宇置办了一
身新衣服 。 “佳宇从来都没穿过什
么好衣裳。” 陈佳宇的堂兄陈佳奔悲
声叹道。

1月18日， 记者从益阳市中心医
院获悉， 17日凌晨1时许， 陈佳宇被
推出重症监护室 ， 到手术室进行了
捐献手术 ， 捐出一肝 、 两肾 。 “我
要将儿子的这份 ‘生命礼物’， 无偿
献给最需要的人 。 希望儿子的在天
之灵也感到欣慰。” 陈寿先说。

本报 1月 20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金中平 林良媛） 近日，
溆浦县首个综合性生态公园———人民
公园正式开园。

溆浦县城常住人口有10多万。 近
年来， 百姓普遍反映， 城里楼房高
了、 道路宽了， 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

了， 但休闲娱乐的公益性场所还不
多。 为顺应民意、 改善民生， 县委、
县政府提出建设溆浦人民公园。 2010
年12月， 人民公园正式动工 。 “以
后， 我们天天都可以来这里游玩了。”
第一次来游园的居民王军竖起大拇
指， 高兴地说。

本报讯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消
费经济学创始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尹世杰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3年1月
19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

尹世杰1922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
洞口县。 194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

系，留校任教，并参加了地下党的工
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7年
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在国内，尹世
杰教授第一个把消费经济作为独立
学科进行研究，出版了第一本系统研
究消费经济的专著。

针对一些人想
网上购物却没有条
件或者不会操作，
一种新的商业业态
从城乡冒出———

网购便利店（点），
开起来容易赚钱难

独生子因车祸深度昏迷，存活几率近零，其父沉痛
决定，让孩子的生命再度绽放

益阳农民陈寿先捐献儿子器官

“农民工春晚”

记者在基层

溆浦首个综合性生态公园开园

尹世杰教授逝世

娄底对被救助者
长期跟踪回访

2012年救助生活无着人员1.4万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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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月 20日

第 2013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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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1000 574000

组选三 807 320 258240
组选六 0 160 0

9 9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1月20日 第2013009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9557259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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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535536
7 27213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99
79465

1476369
12427170

41
2953
51236
407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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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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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廖声
田 通讯员 吴勇兵 毛坚坚 ） 从
“追爱张家界” 到央视的 《悬浮的
山峰》； 从 “潘多拉太远、 张家界
很近 ” 到火爆网络的 《张家界版
江南style》 ……2012年， 张家界武
陵源区以 “新 、 奇 、 妙 、 精 ” 为
特点的 “多元化营销 ” 赢得国内
外旅游同行的普遍称赞 。 1月 19
日 ， 武陵源区旅工委透露 ， 去年
核心景区一次进山人数刷新纪录，
突破346万人。

2012年，武陵源区筹集资金400
多万元，以“追爱张家界”、“潘多拉
太远、张家界很近”、“乘高铁、赏秋
叶 、观冬雪 ”为主题 ，先后在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湛江、厦门、青
岛、上海、澳门等地开展系列促销，
邀请近千名旅行商回访景区，巩固
周边地区和珠三角 、长三角 、环渤
海湾等重点客源市场。 与中央电视
台10套 《地理中国 》合作拍摄专题
片《悬浮的山峰》，国内第一次在国
家级地理栏目中正式打出“张家界
地貌”的概念。

同时，2012年也是武陵源网络
营销的丰收一年 ，“你低碳 、 我补
贴、 带着微博来张家界看海”、“宝
峰湖杯” 第二届网络摄影大赛、景
区微博直播活动 、《张家界版江南
style》等活动，引起了众多主流媒体
和网络媒体的高度关注，进一步提
升张家界的世界影响力。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员 邹蓬 ） “园区内公交车
少 ， 出行不方便 。 职工文娱活动
少， 生活单调……” 1月18日， 长
沙经开区的180位工会代表在全区
总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上 ， 提出一连串意见 ， 被长沙
经开区党工委 负 责 人 “照 单 全
收”， 这是该区推行工会会员代表
常任制后 ， 工会代表们又一次为
园区10万产业工人 “发声”。

2011年开始 ， 长沙经开区在
全国开发区中率先实行工会会员
代表常任制 。 一年多来 ， 园区顺
利地处理了30多起劳资纠纷 、 40
多起职工投诉 ， 职工反映强烈的
“孩子照看难” 等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

1月20日,1名武警在陪孤寡老人聊天。当天，武警湖南总队直属支队官
兵来到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为孤寡老人送去大米、面粉、亲情大礼包等
慰问品，陪老人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吴武峰 吴建波 摄影报道福利院里度周末

本报记者 刘也 李寒露
通讯员 吕俊

最近，记者走进常德市鼎城区中
河口镇受祜村田间，这里是环洞庭湖
基本农田建设重大工程工地之一。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一条条成型的
土沟和即将完善的二级田间道纵横交
错， 一位六旬老人正在指导工人在成
型的预制件六方块上铺薄膜和稻草。

“冬季天冷，加盖薄膜和稻草是
防冻措施之一。 ”老人是从事水利工
作多年的李星魁，今年63岁，他凭借
丰富的工作经验，被聘为工程标段项
目点联系人。

李星魁带我们踩在铺放整齐的
预制件六方块上， 边走边说：“放心
踩，这些预制件六方块经采取防冻措
施，已非常坚固了。 ”

走在一望无垠的田间，一路上只
看见零零散散几个背着泥铲的工人。
“今天不做工吗？ ”记者疑惑。

“这个标段面积有1350多亩，但只
有30多个工人。 因为最近雨雪天气不
定，趁着今天有点太阳，工人们就分散
在各工地清理路基。 ”李星魁解释。

“别看现在这里很安静，去年10月

开工时可热闹了。”鼎城区土地开发整
理中心主任周晓晨接过话说，“目前我
们这期工程已完成40%， 像李老这样
的水利专家我们有9个，他们每天都要
在工地上走20公里以上路程。 ”

中河口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属
环洞庭湖基本农田建设重大工程子
项目，共有24个标段，建设规模4.2万
多亩，总投资达9000多万元，要求在
今年4月完工。 由于投资大、任务重、
时间紧，且天气情况复杂多变，为了
不误春耕生产， 施工人员和时间赛
跑，克服各种困难，抢抓进度。

行走在已平整并即将硬化的田
间道路上，记者注意到，路旁种植的
油菜、甜瓜、大白菜等农作物长势喜
人。 “‘环湖工程’对我们中河口镇经
济社会发展将起到重大作用。 ”中河
口镇党委书记李军华告诉记者，“这
是利民惠民的好工程，不但拉通了田
间道路，完善了沟渠，还配套建了涵
闸、泵站，解决了水利设施不足及老
化问题，为增产增收创造了非常好的
条件。 ”

村民刘明清感叹道：“听说这个环
湖工程完成后， 将给我们镇增加3000
多亩耕地，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

武陵源“多元化营销”
助力旅游攀升

“天大的好事啊”

长沙经开区首创国内
工会会员代表常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