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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第44届南丁
格尔奖章颁奖大会2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 为6名中国获奖
者颁发奖章，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获奖者
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全国广大护理工作者、
红十字工作者和志愿者表示诚挚的问候。

今年共有16个国家的32名护理工作者

获得本届南丁格尔奖章。 我国获奖的6名护
理工作者分别是： 解放军第261医院精神病
科总护士长蔡红霞，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护理
部原主任、 华西医院管理研究所专家成翼
娟， 香港医院管理局原总护理行政经理、临
时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院长林崇绥，解放军第
413医院麻醉科护士长王海文， 北京地坛医
院红丝带之家护士长王克荣，南昌大学第四

附属医院医疗服务部主任邹德凤。
国务委员王勇在颁奖大会上讲话表示，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00多年来， 办了很多大
事、实事、善事，在重大自然灾害等国家应急
救援救护和扶贫济困、公益慈善、无偿献血
等人道援助，以及参与国际人道主义合作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各级红十字会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进

一步深化内部改革，健全内部管理，强化信
息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着力建设公开、
透明、廉洁、高效的红十字会。

南丁格尔奖章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设立的护理界国际最高荣誉奖。 我国自
1983年首次参加第29届南丁格尔奖章评
选以来，先后有68名优秀护理工作者获此
殊荣。

南丁格尔奖章颁奖大会举行
习近平为6名中国获奖者颁奖

据新华社沈阳8月24日电 24日， 辽宁省抚顺市举行仪
式哀悼“8·16”洪灾遇难同胞。

24日9时，抚顺市清原、新宾等8个县区同时举行“8·16”特
大洪灾遇难同胞哀悼仪式。哀悼仪式主会场设在此次洪灾受灾
最为严重的南口前镇，在主会场，记者看到解放军、武警、医务
人员、志愿者代表等共200人胸前佩戴白花，列队参加仪式。

9时整，警报声在灾区上空鸣响，全体人员肃立，解放
军、武警官兵脱帽向遇难者默哀，在通往南口前镇的街道两
侧，汽车停驶并鸣笛，路人驻足向遇难者致哀，所有现场人
员面色凝重，神情肃穆。

8月16日11时至23时，抚顺普降暴雨到特大暴雨，迅速
形成洪涝灾害，截至目前，全市因洪灾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6
人，还有88人失踪。

辽宁抚顺哀悼
洪灾遇难同胞
洪灾已致76人死亡88人失踪

8月23日， 中国的两大考古发现———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以及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入选 “2011年至2012年世界年度十大重要
田野考古发现”。

图为浙江良渚古城遗址。 新华社发

我国两大古城遗址入选
“世界年度十大田野考古发现”

新华社济南8月24日电（记者 霍小光 杨维汉）24日，薄
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庭审进入第三天，法庭主要围
绕公诉人指控的贪污罪、 滥用职权罪进行调查。 证人王正
刚、王立军出庭作证。

上午开庭后，时任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局长王正刚（另
案处理）继续出庭作证，公诉人播放了2013年8月10日询问证人
薄谷开来的同步录音录像，宣读了相关证人证言，并向法庭出
示了被告人薄熙来的供述和亲笔供词，表明王正刚经薄熙来同
意并同薄谷开来商量， 将一笔500万元的工程款转入了薄谷开
来指定的账户。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
质证，被告人在庭上辩称自己对这笔钱没有贪占的故意，但表
示对钱进入薄谷开来的账户，没有去追问，放任了此事，应当承
担一定责任。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提出了相关质证意见。公诉人
认为，上述工程款被非法侵吞的犯罪行为脉络清楚、证据确凿。

下午的庭审， 主要围绕被告人薄熙来滥用职权罪的犯
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起诉书指控，2012年1月至2月，被告人薄熙来作为重庆
市委书记， 在有关人员对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一案进行
汇报和揭发后， 以及在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立军
叛逃前后，违反规定实施了一系列滥用职权行为。

被告人薄熙来就起诉指控作了陈述。公诉人、辩护人分
别讯（询）问了被告人，被告人多次以“记不清了，以检察机
关查证的为准”回答公诉人的讯问。进入举证阶段后，证人
王立军（已判刑）出庭作证。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王
立军进行了1小时40分钟的交叉询问。证人王立军对被告人
薄熙来涉嫌滥用职权犯罪的事实，一一作了证明。控辩双方
还就当庭出示的书证和其他证人证言进行了充分的质证。

25日本案将继续开庭审理。

薄熙来案
完成第三天法庭调查
证人王立军等出庭作证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3年 8月 24日

第 2013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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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 1000 967000

组选三 395 320 126400
组选六 0 160 0

30 0

（上接1版①）
“只从照片里见过麦田怪圈，没想到

亲眼看到了水稻‘怪圈’！”为拍到更清晰
的图案文字，网友们纷纷登高望远，寻找
最合适的取景地。

“周董是把种水稻当艺术品在搞。 ”
在闵军的调侃声中，承担彩色水稻种植
的湖南粮田农业科技发展公司董事长
周铁军向网友介绍，彩色水稻兼有食用
与观赏的功能。 作为从常规稻中优选出
来的品种， 彩色稻米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与微量元素，目前零售价每公斤从40元
到240元不等， 一亩田收入三四万元不
成问题。

“我们不但看好彩色水稻的食用市
场前景，同样看好彩色水稻的旅游观光
前景。 ”周铁军介绍，如果种上几千上万
亩连片彩色水稻，无疑能吸引大批的游
客，“不怕摄影发烧友不来， 这也将是一
个难得的婚纱照取景点！ ”

这应该不是异想天开。

周铁军在园艺圈里已混了多年，积
淀了厚实的景观美学素养；而且资金实
力雄厚， 熟悉品牌与市场运作。 最得天
独厚的条件是，北山森林公园最近已获
省政府批复。 在这样一个省级森林公园
里，拥有美不胜收的连片彩色稻田，旅游
观光前景应该无法估量。“我准备建一
个水稻观摩风情园，全球各种水稻都可
以在这里看到。 ”

“不要抢，每个人都可以敞开
肚皮放肆吃饱”

看完彩色稻田，便到了午饭时间。
福高村村部前坪一长溜桌子上，摆

满了几大锅彩色稻米饭以及用彩色稻
米煮出来的粥、蒸的肉，煮的鱼。

多彩的饭菜，扑鼻的清香，不等组
织者开口，网友一拥而上，拿起碗盛得
满满的吃开了。

手脚麻利的网友已大快朵颐了，行
动慢点的网友已急不可耐。“不要抢，每

个人都可以敞开肚皮放肆吃饱。 ”组织
方工作人员忙不迭地为大伙递碗匙，送
筷子。

网友一边享受着香喷喷的美食，一
边热热闹闹地“策”开了。

“彩色米好是好吃，就是不好煮。 ”
来自湖北十堰的潘大妈说。

“彩色米关键是要解决口感问题。 ”
来自省农科院的陶奶奶说。

在高桥大市场经营建材生意的王
女士， 是一个彩色稻米的铁杆消费者。

“彩色米好吃啊！ 其实煮饭还是有讲究
的，最好是先泡一下，久闷一下子。 煮
粥，可以多用些彩色米；煮饭，彩色米只
能作‘搭头’， 最多占到一次用米量的
1/5。 ”

“请大家行动快点。 下午还要去省
农科院听‘主食革命’讲座哦。 ”看到大
部分人放下了碗筷，华声在线活动组织
者小鲁又招呼开了。

（紧接1版②） 服务队迅速赶赴事发现
场， 经过四天三夜连续奋战， 完成了
正常情况下需要两周才能完成的抢修
任务。 服务队一名骨干队员的妻子临
产， 家中急需照顾， 但他仍然坚守在
抢修一线。

服务方式零距离，让客户舒心。 围
绕企业降损增效的核心利益，服务队设
计了客户用电分析统计表，通过计算机
系统对100余家大工业企业用电量、电
费逐一把脉， 为客户量身定做用电方
案。 大型企业中航飞机起落架公司于
2011年落户望城，变压器出现“大马拉
小车”现象，服务队主动上门服务。发现
公司用电功率因数明显偏低，服务队立
即指导其合理使用电容补偿装置，为公
司每月节约电费40多万元。

服务质量零缺陷，让客户放心。 服务
队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 促使供电公司
各项服务考核成绩持续提升。 服务队负
责的数万户电力客户档案均详细准确，
每月电量、电费零差错。 电网度夏期间，
服务队员不畏艰险，每三天一个轮次，对
电网设备不间断进行全面巡查， 及时掌
握设备健康状态， 通过零点抢修等方式

及时整改消缺，最大限度保证可靠供电。
为提高客户用电常识水平，服务队员

还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安全、节约用电知
识编成册子，送到望城所有中小学校，做到
人手一册。还在学校、社区和企业开设专门
课堂，免费讲解家庭安全用电、预防常见用
电故障、应急处置触电事故及保护电力设
施等方面知识，被誉为“电老师”。

望城区供电公司先后获得新农村电

气化县示范单位、国网公司一流县级供电
企业、国网公司先锋党支部标兵、省模范
职工之家、省公司十佳电网先锋党支部等
称号。 去年，被评为长沙市局“无违章”流
动红旗单位和“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其变
电运维班获评省公司“安全生产无违章示
范班组”，安全运检部、变电修试班获评省
公司“安全生产先进班组”。 至今年8月24
日，实现连续安全生产15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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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
下午4时 ，在长
沙市望城区雷
锋 大 道 路 口 ，
望城（雷锋 ）共
产党员电力服
务队的队员正
在 抢 修 电 缆 。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本报8月24日讯 （记者 王亮）在今
晚进行的中甲联赛第22轮比赛中， 客场
作战的湖南湘涛队以1比2不敌重庆FC
队。 此轮过后，湘涛队以5胜7平10负积
22分暂列积分榜第11位，仅领先积分垫
底的成都谢菲联队5分，面临保级危机。

上轮比赛湘涛队主场以3比0大胜
北京理工大学队，结束了7轮不胜的尴尬
局面。今天的比赛中，主场作战的重庆队
更加主动，第32分钟，重庆队获得前场任
意球， 外援克劳迪内一蹴而就， 率先破
门。 下半场第84分钟， 克劳迪内接马晓

磊妙传，梅开二度。湘涛队的最佳射手内
托在最后时刻攻入挽回颜面的1球，湘涛
队最终以1比2客场落败。

目前， 排名第11位的湘涛队仅领先
“副班长”谢菲联队5分，第12名到第15
名之间的差距也各只有1分。在联赛还剩
8轮的情况下，余下的每场比赛结果都将
影响彼此的排名，降级形势也复杂多变。

1比2不敌重庆FC 湘涛掉入保级圈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受台风“潭美”影响，我国福
建、广西、广东、湖南等地普降大到暴雨，局地甚至达到大暴
雨，给当地造成严重损失。

受“潭美”影响，福建省中南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暴雨，个
别县市还出现了大暴雨。据福建省防汛办最新统计，截至24
日10时统计，台风“潭美”导致该省8个设区市、61个县（市、
区）、97.11万人受灾，紧急转移41.25万人，因灾失踪1人。

记者从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受台风“潭
美”影响，从23日晚开始，广西多地迎来强降雨，广西多条河
流超警戒水位，当前广西水库水电站安全度汛形势严峻。

受台风“潭美”影响，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局部
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导致揭西县等再次出现洪涝，江河水位
复涨，多条江河出现超警洪水。

受台风“潭美”影响，湖南省局部出现大暴雨。据湖南省
气象台监测，8月22日8时至23日8时，受“潭美”外围云系影
响，湖南省湘东南及湘东部分地区降雨明显，暴雨中心位于
郴州、永州、株洲、长沙等地。

受台风“潭美”影响
闽桂粤湘受灾严重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8月24日电 叙利亚
官方电视台24日报道说， 叙利亚政府军在首
都大马士革郊区与反对派作战时， 身体出现
受到化学武器袭击的症状。

叙国家电视台说， 当天早些时候， 一些
政府军士兵在进攻大马士革市郊朱巴尔区的
一些反对派据点时， 出现窒息等症状。

报道称， 政府军士兵出现窒息症状是因
为反对派在此区域释放了化学物质， 这些化
学物质致使一些士兵出现重度中毒症状， 这
些士兵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多次相互指责对方使
用化学武器。 叙政府今年3月说， 反对派在北部
阿勒颇省的坎阿萨镇使用填装有化学物质的火箭
弹，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而在本月21日， 叙利亚
反对派指责政府军在大马士革市郊一些区域大规
模使用化学武器， 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

目前，联合国调查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真
相小组（化武调查小组）正在叙利亚境内调查
叙利亚内战双方是否曾经使用过化学武器。

叙政府军
疑遭化武袭击

据新华社旧金山8月23日电 美国华盛顿
州一家军事法庭23日对陆军上士罗伯特·贝
尔斯枪杀16名阿富汗平民予以判决， 判处其
终身监禁且不予假释。

去年3月11日晚，驻阿美军士兵贝尔斯闯入
美军基地附近的两座村庄， 用一把手枪和一支
自动步枪向村民射击， 枪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
在内的16名阿富汗平民，继而焚烧部分遗体。

美军此前不顾阿富汗政府和民众反对，把
贝尔斯送返美国，接受军事法庭审理。被告今年
6月“认罪”，以换取军方检察官“宽释”，得以避免
死刑判决。法庭结案前一天，贝尔斯首次向遇难
者家人道歉，承认射杀平民是“懦夫行径”。

据新华社新德里8月23日电 印度孟买
警方23说， 一名印度女摄影记者当天在孟买
遭5人轮奸， 目前已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

据警方介绍，当地时间20时左右，这名
为某英语杂志拍摄旧工厂题材的22岁女摄
影记者和一名男记者来到孟买南部的一处废
旧工厂后不久， 就遭到5名年轻男子的挑衅，
两名记者与他们发生争执。5名男子先将男记
者绑起来毒打，然后对女记者实施轮奸。

女记者已被送到医院救治，医生称她有多处
器官受损，并处于震惊状态，但总体情况稳定。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证词， 警方已逮捕其
中一人，其余4人的身份也已被识别。

枪杀16名阿富汗平民
美士兵获判终身监禁

印女记者采访时
遭5人轮奸

（紧接1版③）8月17日， 看着4.8万余元报销款
打到了刘希文的医保卡上， 唐仲军和蒋志云
才放下心来， 驱车从县城返回村里。

【启示】
群众利益无小事。 唐仲军、 蒋志云为村

民跑腿， 火辣辣太阳底下奔波， 解决医保报
销等问题， 看似微小， 却关乎村民一家的切
身利益。 这样的事， 办一件就是扎扎实实地
为民； 办成一件， 就是实实在在的民生。 一
件一件累积起来， 就是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宗旨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