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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6日讯 （通讯员 李丹）今天，由哈尔滨啤酒与
CCTV强强联手倾情打造的中国顶级街舞赛事———“酷舞先
锋”街舞争霸赛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正式拉开序幕。

据介绍，本次大赛历时3个月，初赛包括广州、杭州、成都、
郑州、沈阳5大赛区。赛事评委由国内外顶尖专业街舞高手担
任，同时主办方还力邀亚洲天王潘玮柏、国际超人气街舞组合
Twist� and� Pulse担任比赛的点评嘉宾，与众多街舞达人交流
街舞文化。最终入围争霸赛决赛阶段的队伍，将作为酷舞先锋
队前往街舞发源地美国，参加顶级专业街舞训练计划。个人赛
各舞种冠军更将受邀担任2013年NBA中国赛表演嘉宾。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蔡矜宜）在北京时间26日进行的
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美巡赛）阿诺·帕尔默邀请赛中，
美国著名高尔夫球星泰格·伍兹以总成绩275杆， 低于标准
杆13杆夺冠。这是“老虎”伍兹的第77个美巡赛冠军，也是他
自2010年“家庭丑闻”曝光后首次重返世界排名第一。

在北京时间25日进行的决赛轮中， 由于美国佛罗里达
突发雷暴雨天气， 伍兹仅仅打了2个洞的比赛就被迫暂停，
比赛延迟到次日进行。最终，在补赛中伍兹打出70杆，以四
轮275杆（69-70-66-70），低于标准杆13杆的总成绩迎来职
业生涯第77座美巡赛冠军。

1996年正式开启个人职业生涯的伍兹， 在仅仅42周后
便首次攀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2000年，伍兹连赢英国公开
赛、美国公开赛、PGA锦标赛，2001年再次拿下美国大师赛，
他成就了个人的全满贯，号称“老虎大满贯”。2008年美国公
开赛，他赢下了个人第14座大满贯。

2009年11月伍兹发生车祸， 随即他的私生活被曝光。
2010年，经历了受伤、离婚、更换教练以及重塑挥杆等问题，蝉
联世界第一长达281周的伍兹被英国人李·维斯特伍德取代。

“酷舞先锋”街舞争霸赛启动

获第77个高尔夫美巡赛冠军

“老虎”重返世界第一
本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金明达

3月21日上午， 家住衡南县谭子山镇
的李女士向记者反映，有人公然在谭子山
镇谭子山农贸市场出售死猪肉。据记者调
查发现，这些猪肉“取材”于一头快死的
猪，没有经过检疫就盖上检疫章，公然在

市场出售。
“周围几个邻居也买了这样的猪肉，”

李女士说，“大家都很气愤， 希望知道真
相。”

这些猪肉究竟从何而来？记者到菜市
场找到了卖猪肉的小贩。 小贩告诉记者，
这些猪肉的确是从他这里售出的，但货源

来自于谭子山屠宰场。
就在记者与小贩交谈时，屠宰场一个

屠夫走了过来， 他承认这些猪肉确有问
题。“这头猪送进屠宰场后，一直不肯吃饲
料。看到猪快死了，我请示老板，于是把这
头猪杀了，盖上检疫章，出售给了附近的
小贩和超市。”

随后，记者赶到屠宰场，找到了屠宰
场谢老板。谢老板承认这批猪肉没有经过
检疫。

没有检疫的猪肉竟盖上印章，在市场
上销售，食品安全如何保障？除了这批猪
肉，其他猪肉有没有问题？记者呼吁政府
职能部门介入调查。

本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李松儒 贺英俊

以低价收购病死猪，转手卖给屠宰场
与腊肉加工作坊。随后，病死猪肉经浸泡、
冷冻、腌渍等处理，“变身”喷香诱人的腊
肉流入菜场与饭店。今年3月中旬，衡阳市
公安、工商、畜牧水产部门联合执法，捣毁
一个设在该市珠晖区和平乡洪塘村的非
法加工销售病死猪肉黑作坊，现场查获病
死猪肉650余公斤。执法部门以此为切入
点，不断深挖，牵出了一个病死猪肉流入
市场的“黑心利益链”。

执法人员进入该隐蔽窝点时，部分正

在剥皮处理的猪肉随意摊放在油腻肮脏的
案台边， 仍有20余头病死猪杂乱囤积在冰
柜中。 犯罪嫌疑人文某因非法加工销售病
死猪被执法人员当场抓获， 他对自己参与
倒卖病死猪、赚取差价的行为供认不讳。

2010年3月，文某与许某、王某以文
某在洪塘村的住屋为临时中转窝点，做起
了倒卖病死猪的买卖。他们以低价从衡南
县一些生猪商贩手中收购病死猪，再由洪
塘村的中转窝点进行简单清理后，以高价

卖给珠晖区民航公司附近一个腊肉摊位
与邵阳的一个屠宰场， 形成“黑心利益
链”。

倒卖“生意”做得越来越大的文某，专
门找到原在衡南茶市镇做生猪买卖的阳
某、王某，让他们替其收购病死猪，每公斤
1至2元。 经由文某加工中转后的病死猪
肉，提价至每公斤8至12元，卖给腊肉摊贩
胡某等人。胡某将肉按类分解后，排骨部
分卖给衡阳市石鼓区后宰门农贸市场的

肉贩，猪肉部分则制成色泽明艳诱人的腊
肉，卖给衡阳市城区一些饭馆排档。

据了解，2010年3月至12月，文某、许
某、王某3人销售病死猪100余头；2011年
1月至4月， 文某销售病死猪400余头；
2010年12月至2013年2月，许某、王某伙
同他人销售病死猪200余头。

目前， 涉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珠
晖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已开庭审
理，法院将择日宣判。

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陈永刚）
记者近日获悉， 永州双牌阳明山国家
森林公园将于3月29日至3月31日举
办两岸阳明山“和”文化交流暨生态旅
游推介会。据悉，推介会上，来自我省
14个市州的志愿者代表将与台湾嘉宾
共建中国第一支跨越海峡两岸的生态
志愿者团队。台北市、新北市代表和永
州市代表， 还将互换两地阳明山最具
代表性的珍稀植物种子。

本报3月26日讯（通讯员 颜新和 周银娥
彭启毛）今天，来娄底从事汽车维修的李先
生， 新学期把儿子从武汉育才学校带到娄
底市娄星区先锋学校试学后， 看着教室宽
敞明亮、班级按规定编制学生，教学条件优
越，终于下决心把儿子的学籍转入该校。

42万人口的娄星区，是娄底市唯一的
城市区， 城区共有8所中学和9所小学，共
有学生5.1万人。 随着城区辐射功能的日
益增强， 来娄从业人员达20万人以上，来
娄就学的新生年均以16%以上增长，就学
压力由此增大。

为了有效缓解学生就学压力，让5万学
生告别“沙丁鱼”窘境，年均财政收入仅4亿
多元的娄星区，去年倾全区之力，相继投入
4亿多元，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6所， 实施
“化解城区大班额4年行动”计划，决心在4
年时间内， 彻底解决城区中小学大班额问
题，为全区中小学生创造优良学习条件。

去年初，娄星区先后启动先锋学校、星
星实验学校、吉星小学、娄底四小、娄底八
中等6所中小学校的建设和改扩建工程，有
效缓解了各学校的大班额压力。辖区内有4
万多居民的吉星小学，没有建设前，学生只

能到三四公里之外的三小等学校就读，每
班员额达80人左右， 学校教师只能用扩音
器讲课。去年初开始，区里投入4000多万
元新建吉星学校。区委书记彭健初、区长黄
大生先后6次到学校现场办公，检查工程质
量，督促工程进度，不到一年时间，全部实
现多媒体教学的吉星学校建设完成。 为尽
快发挥新建校舍的效益，区里又打破常规，
今年初开学时， 把吉星学校辖区内原在第
三小学上学的学生，转入了吉星小学，不仅
吉星小学严格按规定编制新生， 第三小学
大班额问题也迎刃而解。

雨花区6万学生
接受安全教育
本报3月26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黄旻） 一阵急促的火警警报声
响起。发生“火情”了，赶快疏散！1300
多名学生，在老师们的引导下，迅速离
开课桌，走出教室，快步下楼，跑步来到
楼下的安全地点。这是3月25日上午，长
沙市雨花区育新小学进行消防演习的
一幕。当天，雨花区59所中小学，6万多
学生分校接受了不同形式的安全教育。

据该区教育局副局长陈乾坤介绍，
为了培养师生安全意识，增强安全防护
能力，该区在每年进行安全演习、开展
安全教育的同时，还从多方面强化安全
防范措施。从去年起，每年投入300多
万元，用购买服务的形式，为各学校配
备专业保安110多名，并在各学校建立
了校园监控和报警系统， 大大提升人
防、技防水平。此外，该区还建立了一套
完善的学校安全预警制度。一发现安全
隐患苗头， 他们就会通过预警系统，向
学校发出预警，以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本报3月26日讯（通讯员 施泉江
徐岳 记者 张斌） 长沙警方今天披露，
一名叫胡铁辉的犯罪嫌疑人，半年时间
入室盗窃和盗窃机动车作案10多起，
涉案财物价值100多万元，目前已被长
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抓获，警方成功追
回被盗奔驰汽车2辆及大量赃物。

2月18日， 岳麓区共和世家小区
11栋1单元发生一起盗窃案， 犯罪嫌
疑人翻窗入室，盗得名酒14瓶，逃走时
盗走一辆C280奔驰车，涉案财物价值
60余万元。岳麓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专
案民警通过勘查发现， 自2012年6月
以来， 岳麓区共和世家小区多起入室

盗窃案中，被盗对象均为顶层复式楼，
被盗物品大多为高档烟酒， 现场翻动
痕迹较少， 认为极有可能为同一犯罪
嫌疑人所为。民警还发现，2012年9月
发生在芙蓉区星城世家小区的奔驰
C200（价值50万元）轿车被盗案，也系
该嫌疑人所为。 民警对案情进行梳理
后， 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为25岁的宁

乡男子胡铁辉。
2月26日17时许，望城区319国道

同心加油站值班人员反映， 有一名酷
似犯罪嫌疑人的男子驾驶一辆奔驰车
加油后刚离开。 经过3个小时跟踪，民
警将胡铁辉抓获。 胡铁辉对其入室盗
窃和盗窃机动车作案10余起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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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6日

第 2013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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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1000 272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111 160 177760

0 2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3月26日 第2013034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722936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8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000000
2 27369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18
61286

1157283
12611799

32
2054
39261
411775

3000
200
10
5

0920 22 26 331506

未检疫猪肉竟盖章出售

衡阳捣毁一加工病死猪肉黑作坊

湘台阳明山将交换
珍稀植物种子

半年作案10余起 盗窃财物百万元

长沙警方破获系列盗窃案

娄星区投入4亿余元化解“大班额”
5万学生告别“沙丁鱼”窘境

3月22日，宜章县消防大队在驻地湘南起义红色文化长廊前训练。宜章县是湘南暴动的策源地。近年来，该县消防大队积极营造
红色文化氛围，用革命精神激励官兵提升素质，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钟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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