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员 郑席法 陈珍） 最近， 作
为浏阳市农村党员创业扶持专项
资金的受益人之一， 浏阳市张坊
镇白石村党员张剑波高兴地从浏
阳市农村合作银行获得了3万元贴
息贷款。 今年以来， 该市有75名
张剑波这样的农村党员获得了共
计225万元的贴息贷款。

从2009年开始， 浏阳市委组
织部设立农村党员创业扶持专项
资金， 用以扶持有致富愿望但缺
乏资金的农村党员创业。 每名扶
持对象根据扶持项目规模大小及
市农村合作银行的授信等级， 可
享受1至3万元的贴息贷款， 贴息
贷款的时间为1年。 4年来， 浏阳
共发放4批农村党员创业扶持贷
款， 为224名农村党员发放贴息贷
款708万元， 培养了一批农村党员
致富带头人。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雅文◎

邵阳市 晴 25℃～37℃
湘潭市 多云 27℃～38℃
株洲市 多云 29℃～37℃

长沙市 今天晴天转多云， 明天多云
有短时阵雨 南风 ２~3 级 30℃～38℃
张家界 多云转晴 27℃～40℃

永州市 雷阵雨 26℃～37℃
衡阳市 雷阵雨 26℃～36℃
郴州市 阵雨 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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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多云 28℃～38℃
怀化市 多云 27℃～39℃
娄底市 晴转多云 27℃～39℃

吉首市 多云转阵雨 25℃～37℃
岳阳市 晴 29℃～36℃
常德市 多云 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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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月 13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 徐斌） 烈日
当空， 驱车行驶在华容县境内的省
道S306和华注公路， 两旁绿树挺拔，
枝桠伸展， 浓荫蔽路， 令人畅快凉
爽， 仿佛穿行“绿色隧道”。 “这样
的‘美景’ 今年差点消失， 搭帮县
政府出资250多万元买下来。” 8月12
日， 华容县林业局长卢进跃接受记

者采访时介绍说。
该县境内的省道S306和华注路

两旁全部种植着水杉， 栽种于20年
前， 近1.4万株， 现在平均胸径约
26厘米， 树高约18米， 形成长约25
公里的绿色林带。 水杉林带不仅防
止公路两边水土流失， 有效保护公
路路基， 更创造了巨大的生态效
益。 由于水杉林分属护城、 新河和

终南3个乡镇， 所在乡镇多年前已
将水杉林承包给多个林农， 到了采
伐期， 林权业主多次要求采伐。 该
县考虑到砍伐后重新造林短时期内
很难成林， 不利生态， 所以不批准
砍伐。

一方面是林农的利益， 一方面
是生态的保护， 面对“两难”， 该县
经过反复调查和权衡， 决定由县财

政一次性出资251.5万元回购水杉林
木权属。 林木权属归县“城建投”
所有， 林地使用权至2034年12月31
日， 林木回购后纳入县级生态公益
林进行重点保护。 这样既解决了林
农的利益诉求， 又保护了生态。

至8月12日， 县财政资金已全部
拨付到位， 林农均表示满意， 群众
也纷纷称赞政府的决策。

本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杨坚
彭乔苏 焦放鸣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近日， 新宁县将全县2219名家庭困难
幼儿秋季入园补助金，全部打卡发放到
位。 该县近6年来通过建立家庭困难学
生资助体系，已由财政累计筹措拨付资
金3981.95万元，资助学生9万多人次。

新宁县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财政较困难， 但对家庭贫困学生厚爱
一层， 慷慨施以援手。 2007年秋季以
来，该县经过逐步摸索和不断完善，建

立起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家庭困难学生
资助体系。 他们在按照国家有关政策
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和教科
书费的基础上，对在农村（含城关镇）义
务教育学校就读的家庭困难的寄宿生
发放生活补助费。 补助标准逐年提高
至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5元。 6年来，
县财政为此累计拨付资金2859万元，
惠及学生8万多人次。 2010年以来，对
全日制职业学校在校农村学生及城市
家庭困难学生， 按每年每生1500元标

准发放助学金。 目前，已累计拨付资金
297.53万元，资助学生4100多人次。 并
对中等职业学校家庭困难学生和涉农
专业学生免除学费，已累计拨付261.47
万元，2200多人次学生受益。

从2010年秋季学期起，新
宁认真落实普通高中家庭困难
学生国家资助政策， 对高中在
校贫困生， 按年生均1500元的
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 资助面
约占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

20%。 3年来累计拨付助学金453万
元，资助高中学生3000余人次。去年，
又将资助范围向幼儿园延伸，自当年
秋季起， 对家庭困难幼儿按年生均
1000元的标准发放入园补助金。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毛智文） 8月12日， 已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小贝忙
碌地进行入学准备， 在今年的高考
中， 小贝得到了娄底市青少年健康
人格工程“快乐高考” 的心理辅导，
平时成绩波动较大的她， 考出了最
好成绩578分。

今年高考前， 娄底市人口计生
委组织娄底心理健康辅导志愿者团
队“雷锋一号”， 在全市开展“快乐
高考” 活动。 志愿者为全市2.4万名
考生发放快乐高考服务手册， 设立
了家长、 考生、 专家、 志愿者等10
多个QQ群， 开设了“快乐高考专家
答疑” 专栏与专帖， 招募了省内外
10多个专家志愿服务团队的55名专
家开展网上心理咨询。 “快乐高考”
试点学校娄底一中高274班考生获得

潜能训练团体辅导， 志愿者对抽选
的20名重点考生进行了包括潜能训
练指导、 家庭关系疏理、 情感交流
的1+1帮扶， 应用沙盘、 塔罗技术
对考生、 家长进行心理咨询与辅导。

经过心理辅导， 参与活动的考
生心理紧张状态明显改善， 言行发
生了改变， 考试信心大增。 重点帮
扶的20个考生中， 有5人得到了超
水平发挥， 其中有1位最后一次模拟
考试是班里的36名， 平时成绩也很
少进前10名， 最后高考成绩是超水
平发挥， 排在了全校第4名。

全国青少年健康人格工程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汉湘了解娄底
“快乐高考” 的情况后， 盛赞“快乐
高考” 是一项有智慧的活动， 并准
备派专家组到娄底进行详细调研，
总结经验全国推广。

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田志波 滕朝晖

8月4日上午， 星期天， 龙山县
人民医院五官科照常接诊。

中南大学湘雅附二医院科技特
派员魏欣博士， 是当天的值班医
生。

一个个眼疾患者， 在她的安排
下， 依照次序， 测视力、 扩瞳、 验
光、 试片、 配药。 连喝口水， 魏欣
都是忙里偷闲。

五官科主任彭寒介绍说， 魏博
士太不容易了， 她是主动报名来当
科技特派员的， 今年3月2日从长沙
来时， 儿子还只有一岁零九个月
大， 她把儿子和自己71岁的母亲一
同带来了。 她的敬业精神和对病人
的态度， 不仅令病人们感动， 院里

的医生和护士也感动， 大家把她称
为“光明使者”。

3月19日， 里耶镇的一名中年
土家族妇女， 因双眼一见风就严重
流泪， 听说魏博士来了， 坐了100
多公里的车， 到这里来就诊。 魏博
士诊断为严重的泪道堵塞， 需要做
泪道植管手术。 这个手术， 龙山县
人民医院从来没有做过。 为确保手
术成功， 魏博士吃了晚饭后， 抱着
孩子把科室人员召集到办公室， 讲
解手术原理和手术中要注意的事
项， 直到晚上10时多， 孩子在护士
的怀中睡着了。 第二天， 手术相当
成功。

8月4日中午12时， 正准备下班
的魏欣接到护士的电话： “魏老
师， 从100多公里远的靛房镇坡脚
村来的田大伯， 专程找你看眼病来

了， 他想请你中午加班看看， 下午
他要赶回去给稻田抽水抗旱。”

“好， 叫他来。” 魏博士爽快
地回答， 并重新穿上了白大褂。

“大伯， 你两只眼睛里都长了
胬肉， 问题不大， 不影响你抽水抗
旱， 可以过些天再来做手术。” 魏
博士给田大伯诊断好带出了检查
室， 并倒了一杯水。 “那可以请你
帮我做手术吗？” 田大伯问。 “可
以。” 魏博士应道。 老人笑呵呵地
端着水杯出门了。

魏博士在龙山县的几个月时间
里，已先后诊治了眼病患者2359例，
创造了该院五官科史上的多个第
一：第一例“羊膜移植”手术、第一例
“眼球修补”手术、第一例“斜视”手
术、第一例“胬肉切除”手术、第一例
“泪囊加压冲洗”手术等。

刘奕芸 杨军 李礼壹

“多亏王警官他们搭救，要不然，
我这条老命就丢在深山老林了。”8月
12日，正在康复中的年近七旬的安化
小淹镇农民肖雪林感慨地对记者说。

8月5日晚10时许，天气炎热，夜色
凝重，安化县小淹镇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响起： 肖家冲村一老农早上6时外出从
事高压线铁塔草木清除工作， 至今未
归，其儿女均在外面，其妻子在家急得
直跳。派出所副所长王贡献迅速带领民
警赶到肖家，询问得知，肖雪林早上离
家时携带了两部手机， 现在均能打通，
但无人接听，其家人认为他出事了。

进行手机定位，无法实现。 向旁
人打听行迹， 肖雪林是单人作业，无
人知情。 肖雪林到底怎么样了？ 只有
一个办法———找。 茫茫夜色中，要在
高山密林长达60公里的线路区域找

一个人，谈何容易！ 王贡献当即组织
20余名乡亲，在向导带领下，兵分两
路， 沿着肖雪林可能行走的线路，冲
入林中寻找。

到8月6日凌晨1时许， 搜寻还是
没有结果。此时肖雪林的儿女们也闻
讯从外地赶回，加入搜寻队伍中。 凌
晨3时40分许，搜寻至江南镇七一村
地段时， 搜救人员个个满身划痕、精
疲力尽， 但还没有发现肖雪林的踪
迹。夏夜山中多蛇，地形复杂，沟坎很
多，随时可能有突发情况发生。 有人
提议等天亮后再找，但王贡献认为早
一分钟就多一线希望， 决定继续搜
寻，并叫大家互相照应，注意安全。

王贡献带人搜寻至红泥村地段
时， 在高山草丛中发现一个黑影，走
近一看，正是肖雪林。原来，当天他体
力透支，严重脱水，摔倒在山林中昏
迷了，无法接听电话。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段爱兰 郭灿）8月13日上午，
在株洲市芦淞区贺嘉土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居民付英杰又在
母亲带领下来到这里，开始一天的康
复训练和治疗。 今年已快30岁的付
英杰，在2009年遭遇车祸，造成脑外
伤偏瘫，几乎成为植物人。 他能够得

到康复综合治疗，得益于芦淞区建立
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去年6月， 芦淞区被省卫生厅定
为全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医药服
务项目试点单位。 随后， 该区投入
450余万元， 在9个基层医疗机构建
起了规范化中医馆。 自今年初以来，
已为5300多人提供服务。

本报8月13日讯 （郭畅达 李
文峰 廖蔚佳） 今天， 记者从醴陵
科技部门获悉， 该市申报的优质
杂交水稻种植技术推广及稻米深
加工项目， 通过了国家科技部、
财政部组织的专家论证， 被列入
今年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
计划。

该项目将由醴陵农业产业龙
头企业湖南东方红种业有限公司、
湖南金巢食品有限公司牵头实施。
通过项目的实施， 进一步推广种
植优质食用稻、 超级杂交稻、 专
用特种稻， 并加速低产稻田改造。
同时， 使醴陵水稻品质有较大幅
度的提升。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近日， 湖南迪雄
基金会在岳阳成立， 资助万名学子
圆梦工程同步启动， 资助学生328

名。 岳阳退休干部潘迪雄个人向基
金会捐赠 100万元。 至此 ， 14年
来， 他已经资助2360名贫困学子圆
梦。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最近，“2013中国城
市榜”网络投票评选结果揭晓，资兴

市被评为“全球网民推荐的中国生态
城市”，总得票数仅次于贵阳，排名第
二，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城市。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道欣 杨善军） 近日， 以优
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的汉寿县毓德
铺镇寒门学子涂芬， 从常德市计生

协会负责人手中， 领到了3000元助
学金。 至此， 常德已连续7年为计生
家庭贫困大学新生发放“生育关怀”
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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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农村党员创业

8月13日， 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左家塘社区的党员志愿者冒着酷暑， 在居民楼下清扫杂物。 当天， 该社
区开展 “党员服务见行动” 志愿者活动。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政府花钱“买生态”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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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健康服务惠百姓芦淞

潘迪雄捐资百万助学岳阳

发放生育关怀助学金常德

荣登中国生态城市榜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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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3日

第 2013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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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 1000 1165000

组选三 1008 320 322560
组选六 0 160 0

1 2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8月13日 第2013094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5662203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11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984697
2 14378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54
64875

1190550
14761186

57
2370
40991
527837

3000
200
10
5

14 18 20 220402 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