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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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日

第 2013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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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 1000 2232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091 160 174560

9 7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12月1日 第2013141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000000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5
二等奖 18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4151240
7 4046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676
153503
2374779
22200224

95
4624
70200
652224

3000
200
10
5

05 25 30 3104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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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雷国荣

[事迹]
1996年， 田喜宏中专毕业， 分配

到麻阳苗族自治县岩门镇工作， 成了
一名乡镇干部。 如今， 田喜宏成为了
群众眼中带头致富奔小康的技术能
手， 被农民朋友形象地称为“农业百
事通”。

2008年， 怀化市在麻阳进行农村
综合改革试点， 田喜宏带头， 与几个
热爱农业技术的村干部合股开办了岩
门农业技术服务公司和岩门畜牧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开怀化农技服务公司
化先河。 2011年， 麻阳出台了 《关于
推进农村股田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田喜宏向镇党委立下军令状： 当好

“股田制” 改革的先锋， 率先在全县

建立50亩金银花种植示范基地。
在田喜宏带领下， 目前岩门镇农

民已自筹资金上亿元， 建立农民专业
合作社6家、 农业公司4家、 农业产业
化基地4个， 完成土地流转1万余亩。

2012年， 田喜宏被评为怀化市创
先争优优秀党员， 今年被评为怀化市
第九届“十大杰出青年”。

[现场]
11月15日， 记者来到麻阳岩门镇

农业技术服务公司， 田喜宏正在向农
户发放冬季柑橘树养护手册。

发完手册， 田喜宏带记者来到了
他的办公室。 在办公室的书架上， 整
齐摆放着两叠厚厚的“农业技术实践
笔记”， 足有30多万字。 记者随便翻
开其中一页， 见上面写道： “新坪村
村民张吉学， 种植作物为反季节西
瓜， 问题是瓜苗育秧过迟， 建议提前

15天育秧。”
田喜宏介绍， 每次去村里农户家

开展技术指导， 回来都会做一个简单
的记录， 一方面可以让自己很清楚地
记住每户农户发展农业生产所面临的
技术困难， 另一方面也能通过这样的
方式建立技术帮扶台账， 便于今后更
好开展工作。

正聊着， 杨家湾村村民邢国久急
匆匆地走进办公室。 邢国久说， 在田
喜宏帮助下， 他家种的5亩柑橘完成
了高接换种， 今年开始挂果了， 但由
于新枝太多， 不知道如何修剪才能不
伤害到新品种橘树。

问明情况后， 田喜宏提起工具包
就随邢国久往杨家湾村赶。 一路上，
村民纷纷和田喜宏打招呼。 田喜宏告
诉记者， 15年前他曾在这里当过村党
支部书记， 加上经常到村里进行技术
指导， 所以这个村的村民都熟悉。

到了邢国久家的柑橘园， 爬上小
山头， 田喜宏在经过的每棵橘树下都
停留了一会儿，观察橘树长势、挂果和
病虫害情况。 他告诉邢国久，由于是新
嫁接树种，又是第一年挂果，新枝不要
剪得太多， 将长度超过15厘米的剪掉
就可以了。 另外，霜期马上到了，要特
别注意对新树采取防冻防霜措施。

田喜宏讲得深入浅出， 邢国久听
得连连点头， 皱着的眉头渐渐舒展开
来。 邢国久说， 田喜宏每个月都会来
村里很多次， 种养户都请他进行技术
指导， 但他从来没要过一分钱。

记者问田喜宏：“扎根农村17年，
每天下村为农民朋友义务指导种植养
殖技术，有没有成就感？ ”田喜宏憨厚
地笑了：“我生长在农村， 对农村有深
厚的感情。 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帮助群
众致富，我就感到很幸福。 ”

本报记者 王晗

11月30日，2013中部农博会
开幕以来的第一个周末，暖阳高照
下的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商贾
云集，人潮涌动。 连续成功举办了
15届的中部农博会，早已成为商家
和市民期待不已的农产品盛宴。

在商家各显神通搞促销的同时，
市民们也在“血拼”中学会了统筹方
法。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记者发现很

多市民都是全家上阵、 分工合作，随
身携带小推车和环保袋，做足了扫货
的准备。“全家每年必逛农博会，淘些
绿色产品和各地特产，这里的产品又
多又好又放心。 ”带着父母妻儿一起

“赶集” 的陈先生指着两辆推车里满
满当当的“战利品”告诉记者，他们一
家老小都是农博会的忠实“粉丝”。

在市州特色农产品直销展区，扫
货的市民人头攒动。 江永蜜柚、麻阳
冰糖橙、新晃黄牛肉……来自全省各

地的绿色特产从田间地头直接送上
展台，成了市民抢购的热卖产品。

除了本土农产品热销外，远道而
来的国内外特色农产品也纷纷抢滩
湖南市场。 记者看到，新疆阿克苏和
黑龙江有机食品展位前都排起了长
队，市民们在试吃阿克苏冰糖心苹果
和有机蜂蜜后，都不禁吆喝几声“沁
甜滴”， 然后便你一箱我一件地抢购
回家。 在国际展区，西班牙初榨橄榄
油、柬埔寨香米、越南咖啡等“洋特产”
也吸引了许多市民们驻足购买。“不
出国门就能买到正宗地道的洋货，真
是贴心又方便。 ”不少市民赞叹道。

“衣恋慈善阳光班”获捐409万元
本报12月1日讯（记者 沙兆华）近日，中国衣恋集团向

省慈善总会捐赠助学款409万元，用于“衣恋慈善阳光班”
助学项目。 老同志王振杰出席捐赠仪式。

该助学项目于去年在我省开始实施， 旨在帮助我省家
庭贫困、品学兼优的高中学生顺利完成高中学业。 今年，在
原来4个班的基础上，增加了新入学6个班300名学子，今年
每人每年可享受到3000元资助，至高中毕业。

■专题新闻部主办
■本期策划 李志林 本期主编 刘银艳
■电话： 0731-84326432
■邮箱： 3120731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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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龙则灵 郭舒萌

11月25日， 记者见到了这位身材高挑、
面容姣好的女孩。 吉儿很忙， 刚参加完新锐
艺术人物大奖颁奖典礼的她， 再过几天， 就
要跟着学校的老师去湘西采风、 支教， 为此
还推掉了北京一个贺岁片的片约。

17岁， 正是梦想、 狂想的年纪，
我可以做很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去增长阅历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让我‘触电’， 有
一次 《学姐日记》 编剧李炎见到我， 觉得我
跟女二号文芯个性挺像， 算是本色演出吧。”
《学姐日记》， 是文吉儿拍的第一部电影。

“电影从开机到杀青， 十六七天时间，
是高强度的劳动， 它磨练了我的意志。”

“有人说娱乐圈很复杂， 但复杂的大环
境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小环境， 学姐剧组就是
家一样的剧组， 总导演白杨对演员非常好。”
文吉儿说， 当她抱着憧憬又带点神秘感的心
情踏进这个圈子时， 台词也念不好， 白导就
引导她， 一句一句地教。 逐渐， 她敢于表现
自己了， “白导后来说， 这丫头真不错。”

“但我的专业不是学表演的， 是学声乐
的， 高中阶段就拿到了专业10级。” 一个拿
了文学大奖的文吉儿， 却是文学院里的声乐
特长生， 她的身上， 还藏着多少让人讶异的
秘密？

“声乐专业10级， 高中阶段的通过率很
少， 可以说我是唱得还像样的。” 唱得像样，
有奖为证———中国湖南金旋律音乐节声乐金
奖。

被中国新加坡文化交流协会聘请为形象
大使， 则是今年4月的事， 吉儿说明年会去
一趟， 进行深度探访。 “既然接受了聘书，
就要不辱使命， 我会着重介绍湖湘文化， 促
成更多湖南的艺术家去交流， 我是湖南妹子
嘛， 不能忘本。”

“我才17岁， 17岁是一个梦想、 狂想的
年纪， 我可以做很多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像夏花一样灿烂。 我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

去增长阅历。 等过几年后， 我可能会安静下
来， 沉淀下来， 只做一件事情。” 文吉儿正

在体验的角色还很多， 北京 《小天使报》 责
任编辑、 湖南省校园文联副秘书长， 等等。

“你要先成为一匹千里马，
才能遇上伯乐”

说起怎么又成了专攻民歌的歌手， 时间
就得退回到文吉儿高一下学期。 “我喜欢唱
歌， 妈妈发现我唱民歌有一定天赋， 也希望
我调剂一下紧张的高中生活， 就带着我去拜
师， 拜在了中南大学艺术学院刘雪梅老师门
下。”

吉儿刚入门时， 才14岁。 “在这些名师
身上， 我学到了很多， 雪梅老师对专业的痴
迷， 还有白爷爷的认真敬业， 都会影响我的
一生。” 文吉儿说， 在学姐剧组， 快奔六的
白导， 总是睡得比演员晚， 起得比道具师
早。 逐渐， 文吉儿发现自己也在模仿白导，
有一天， 演员们凌晨4点开始化妆拍戏， 文
吉儿却在当天发起了高烧， 但她坚持拍摄到
深夜两点才休息。

“学校非常支持我的创作， 还准备为我
设立艺术培育基金。” 一路走来， 吉儿说她
遇到的“贵人” 不少， 对每一个人都心存感
激， 可她也自信地说， “首先自己要足够努
力有才华， 你要先成为一匹千里马， 才能遇
上伯乐。”

文吉儿就是那个足够努力的女孩， “我
要做的事情很多， 我在不停地努力。 也许在
很多年以后， 我要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

“总有一天， 我会超越 ‘新
锐’ 这个词”

“‘新锐’ 是一个形容词， 不是对文学
的归类。 把‘新锐’ 一词冠到我身上， 我当
然喜欢， 但总有一天， 我会超越‘新锐’ 这
个词。” 新锐艺术人物大奖已诞生包括郭敬
明、 六六、 江映蓉在内的20位新锐艺术人
物， 对于获评， 文吉儿有她的理解。 她觉得
这次算得上是作品新奇出彩的文坛新人们的
一场角逐， “但总有一天， 我会在某个文学
领域让人们记住我。”

“第一次得奖， 是小学三年级， 中国少

年作家杯一等奖。 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写作技
巧， 就写了篇记叙文。 后来开始写童话， 出
版的书是散文集， 我是个擅长写散文的作
家。” 这次报名参加新锐艺术人物评选， 文
吉儿把童话 《穿越毛病小王国》 和散文集
《异想记》 都寄了过去。

“也许会奖励自己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 算是送给自己18岁的生日礼物。” 当记
者问起吉儿， 获奖的30万元艺术基金怎么
用， 她说有个愿望就是去感受欧洲不同国度
不同的文化和艺术元素， 也会写一些行记文
章。

“我的稿费、 代言费， 爸妈都不过问，
由我处理， 这次也不例外。” 文吉儿说父母
是非常开明的家长， 她喜欢干什么就可以干
什么， 只要是对成长经历有帮助的， “在家
里， 我粘着妈妈， 爸爸粘着我， 这是三个大
忙人的相处模式。”

“这两年我会考虑写一本与爱情有关的
散文集。 如果说17岁写的 《异想记》 是我的
青春赋， 那 《爱情的味道》 就是我的成人
礼。” 吉儿说， 爱情是一种经历， 每个人都
曾品尝一段酸酸涩涩甜甜的爱情滋味， “我
会用十七八岁女孩眼中的情感来记录， 会很
灵动， 同龄人看后会有一些生活共鸣。”

文
吉
儿：

年
少
时，

如
夏
花
之
灿
烂

当她因获得第五届报喜鸟新锐
艺术人物文学类大奖而进入公众的
视线时，人们发现，这个中南大学文
学院大一学生，玩转作家、演员、歌手
等多重角色———

帮群众致富很幸福

田喜宏 （左） 给邢国久传授柑橘剪枝技术。 张祥雄 摄

市民热捧农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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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文吉儿， 青春正好。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