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30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进行
的中超联赛第9轮比赛中，广州恒大队主场5
比0大胜上海上港队，取得联赛6连胜。接下
来从5月3日到26日， 恒大将迎来23天7场比
赛的魔鬼赛程。

经过赛季初的磨合与不适，恒大队逐渐
找回了感觉。亚冠联赛中，恒大队以小组头
名闯入淘汰赛， 中超联赛中也已经取得5连
胜。本轮主场迎战上港队，恒大队踢得格外
轻松，里皮适当保留了实力，郜林没有上场，

迪亚曼蒂、董学升、黄博文均提前下场。比赛
中，埃尔克森梅开二度，穆里奇、雷内各入1
球，赵旭日攻入另一个球。

本场大胜后，恒大队将迎来魔鬼赛程，5
月3日到26日将进行7场比赛，其中两场是亚
冠淘汰赛，5场为中超联赛。

本轮其他比赛， 山东鲁能队客场0比1
不敌长春亚泰队，北京国安队1球小胜江苏
舜天队， 阿尔滨队和贵州人和队1比1握手
言和。

益阳“百名干部进百企”
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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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蓉

4月28日一大早，4岁的小彤彤（化名）被
推出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胸心外科重症
监护室，送入了小儿心脏外科病房。幼小的生
命与死神擦肩而过。

小彤彤是4月27日下午3时， 在她爸爸刘全
明（化名）装修的工地上发生意外的。当时，刘全
明正在用气钉枪钉钉子， 中途离开去拿别的工
具，小彤彤的妈妈也在帮着刘全明干活。好奇的
小彤彤过来“研究”气钉枪，却不小心扳动了开
关，一颗3厘米长的钉子射进了她的身体。

“爸爸，我痛！”小彤彤的惊呼引来了爸爸
妈妈。刘全明赶紧查看女儿的身体，发现胸部
心脏位置赫然有一颗钉子。

“不好！”刘全明心一沉，赶紧招呼妻子，
急忙抱着孩子跑到附近的长沙市八医院。该
医院急诊科的医生一看伤口， 立刻建议去湘
雅二医院。

下午4点30分， 心急如焚的父母赶到了
湘雅二医院急诊科。 分诊台护士曹丹赶紧把
他们领到了外科医生彭谋的面前。 绿色通道
立刻开启。

彭谋一边安排小彤彤做胸部CT，一边给
心胸外科的医生打电话请求会诊。很快，总住
院医生黄晓洁从病房赶了过来。

黄晓洁仔细查看了小彤彤的伤口， 一颗
钉子只剩1毫米左右在外面。 伤口有血液流
出，出血量并不大。

“CT结果显示，钉子已经没入了心脏，心
包内也有明显的积液。 这说明血没有完全流
出来， 而是流入了心包腔。 随着积液越来越
多， 心脏跳动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 这样下

去，孩子随时可能心跳骤停！”
小彤彤的精神也越来越萎靡， 她的心率

跳到了150次每分钟，血压却极低，甚至一度
低到无法量出来。要马上准备手术。

晚上6时30分，小彤彤被推进了手术室。
医生曹亮、张伟志、胡世军3位医生联合为她
手术， 还专门请来了心脏超声专科的吴勤医
生在术中检查心内结构是否有损伤。

1个小时30分钟后，手术顺利结束。张伟
志告诉刘全明：“钉子已经‘拔’出来了，伤口
也处理好了。 从她的心包腔里清出了250毫
升左右的积液血和一些血凝块。幸运的是，钉
子所在部位恰好是心肌部分。若是往上一点，
就可能伤害到瓣膜或升主动脉等重要结构，
后果不堪设想。”

4月28日，记者见到刘全明时，他如释重
负：“幸好，钉子的位置差了一点点。我很感谢
附二的医生们。”

急诊室的故事
邮箱： hndaily@163.com

◎责任编辑 李茁 王亮 版式编辑 张杨◎

拜仁输给自己
拜仁首回合客场0比1输给皇马还情有

可原，那么回到主场却被稀里糊涂连灌4球，
与其说拜仁输给了皇马， 不如说输给了自
己。

回顾本场比赛， 拜仁队控球率达到
69.3%， 射门次数也以19比13占据优势。但
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下，拜仁就像喝了酒的狙
击手，始终瞄不准目标。

想赢怕输，丢球后盲目压上追分，让卫
冕冠军的防守链条不再牢靠。先是皇马悍将
拉莫斯的定位球两度破门，再到C罗第34分
钟的得分，拜仁已然缴械。最后时刻，C罗又
任意球直接破门，为皇马酣畅淋漓的表现画
上圆满句号。

赛后，外界纷纷指责拜仁主帅瓜迪奥拉
的控球战术华而不实。但对入主拜仁不到两
年的瓜帅来说， 这样的指责显然不够客观。
一场足球比赛，更多体现的是球员的状态以
及自身的运气。

拜仁俱乐部主席鲁梅尼格赛后表示，
“我们在比赛中缺少激情， 没能给对手制造
更多困难。这是一场惨痛的比赛，但这并不
影响瓜迪奥拉是一名很有能力的教练。”

卫冕冠军如此凄惨的结局，显然是出乎
意料的，但也证明，想要在足球场上成为长
盛不衰的霸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场惨淡的失利，只是拜仁遇到的暂时

挫折。下一个赛季的欧冠联赛，拜仁依然是
其他球队最不愿意碰见的对手之一。

C罗又破纪录
两个回合5比0淘汰卫冕冠军，皇马在并

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制造了惊喜，时隔12年再
次闯入欧冠决赛，也让皇马达到近几个赛季
的巅峰。

同时达到巅峰的还有C罗。本场比赛梅
开二度后，C罗的欧冠赛季进球数达到16
粒，成为欧冠改制以来单赛季进球最多的球
员。在他的身后，是梅西（14粒）和范尼（14
粒）。

12场比赛， 就打入16粒进球，C罗的效
率让人惊叹。更让人惊叹的是C罗无止境的
求胜欲望。“全队都在帮助我创造这一纪录。
进球了，我自然很满意，但更满意的是进入
决赛。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赢得最终的冠
军。”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C罗的成功，彰显
的是皇马的成功。

本赛季前，皇马以创纪录的薪金签下贝
尔，一度引发巨大争议。事实证明，皇马的这
笔买卖十分划算。贝尔的加盟，不仅完善了
球队体系，更为球队争得了未来。

皇马还成功引进主帅安切洛蒂。穆里尼
奥离队后，皇马的前景并不被人看好。但安
切洛蒂却让人眼前一亮，他成功征服了皇马
的“更衣室”， 也让众多球星在场上和谐共
处。 对于本赛季的成果，C罗直言不讳：“安
切洛蒂居功至伟。”

本报记者 王亮

“拔”出心脏上的钉子

本报4月30日讯（通讯员 何庆程 储冠
群 记者 王亮）湖南省环湘自行车赛组委会
今天召开媒体见面会，环湘赛创办人陈剑岷
和车友代表肖贤林将在五一期间前往南京
邀请“中国首善”陈光标代言2014年第七届
环湘自行车赛。

据悉，两个月前，赛事组委会就计划邀
请陈光标和汪涵一起代言本届赛事，但汪涵
因私人原因婉言谢绝，表示将以其它方式支
持环湘赛。陈光标则在4月30日正式回复陈
剑岷， 他将亮相环湘赛总决
赛，用实际行动支持环湘赛并

践行低碳，倡导环保。
陈剑岷介绍，第七届环湘赛将打破以往

赛事的格局，采取分站赛和全程接力骑行分
离的方式。 首场分站赛将于6月初在怀化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排牙山林场举行。各分站
赛各组前10名选手和赛事承办地男女前10
名选手均有资格参加总决赛，赛事同时增加
企业家组。预计今年参加总决赛的车手将突
破300人，参与全程环湘赛事活动的人数将
突破5000人。

本报4月30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天，省
纪委官方网站三湘风纪网，对常德市纪委、市
监察局近期查处并通报的10起违反作风建
设规定典型案件进行了公布。

这10起典型案件分别为：一、常德市公
安局武陵分局原治安大队副大队长陈慧敏
及其丈夫李晶（市交警支队直属四大队办公
室干警），因违反规定在市机电学校搭建灵棚
为其父办丧事，与校方发生矛盾，引发、放任
其母向该校校长泼洒粪便，并利用办丧之机
违规收受礼金。陈慧敏受到留党察看二年、行
政撤职处分，并调离公安队伍。李晶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二、常德市乡镇
企业局虚列会议开支，用会议费冲抵烟酒、接
待费，公布虚假财务信息，违反规定安排会议
中餐饮酒。市乡镇企业局局长朱建武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财务科长伍双湘受到行政警告
处分。三、安乡县人大违规修建楼堂馆所、购
置公务用车和公款旅游，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组书记魏邦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
大过处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潘勇，副主任瞿宏辉，办公室副主任徐双武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县人大联工委主任郭
成刚、联工委副主任石概志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四、武陵区人社局养老保险中心原副主任
范敬伟为私人目的，伪造中级政工师职称资
料，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并免去养老保险中心
副主任职务；区人社局专技股股长黄湘君为
范敬伟伪造政工师中级职称资料提供便利，
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并调离岗位；区人社局
局长范力、 分管副局长徐泽平被诫勉谈话。
五、 鼎城区石板滩镇计育办工作人员唐启
彪，在市博物馆附近的一栋私房内与他人合
伙开设茶馆， 并在工作时间帮助招揽业务、
搞后勤服务、打招呼、参与打牌等。唐启彪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六、汉寿县毛家滩乡国土
所违规向12户新建房农户收取耕地开垦费
37256元，所长陈志祥负主要责任，受到行政
警告处分。七、桃源县理公港镇小河口村违
规举办新建村部庆典活动，大摆宴席，变相
向农民摊派，并邀请部分单位庆贺。小河口
村党支部书记李晓白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并免去其村党支部书记职务；村主任何
云龙、会计余春芳、妇女主任罗花云、民兵营

长余明光被全县通报批评；违规使用公车参
加庆典活动的县法院干警谢新国被诫勉谈
话。八、石门县自来水公司职工申延国违反
规定为其妻操办36岁生日宴 ， 收受礼金
8600元，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县自来水公司
杨岭岗水厂厂长丁伟在申延国违规赈酒过
程中未及时报告、制止，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并免去杨岭岗水厂厂长
职务；县自来水公司分管杨岭岗水厂的副经
理吴德明被诫勉谈话；县自来水公司经理刘
仁海、县自来水公司党总支书记李小琼在县
电视台作公开检查；县住建局局长、党组书
记易先平向县作风办写出书面检查。 九、澧
县地震局局长陈健违反规定私自驾驶湘
J7F299公车，在207国道梦溪镇梦溪寺居委
会路段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导致1人死亡。陈
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县地震
局局长职务。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
管理局原主任科员钟必峰长期与多名女性
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并违规经商及伙同他
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骗取银行贷款。钟必
峰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本报4月30日讯（记者 刘文韬 杨军）今天，省
纪委官方网站三湘风纪网发布信息， 益阳市国土
资源局副调研员、赫山国土分局党组书记、局长郭
君伟涉嫌严重违纪，被益阳市纪委立案调查。

本报4月30日讯（记者 刘文韬）记者
今天从长沙市纪委获悉，长沙市园林管理
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文，长沙市岳麓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刘祖建，长沙市芙蓉
区委常委、 副区长刘熙宇等3人违反党员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接受服务

对象宴请，收受红包礼金，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
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经长沙市纪委
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周文、刘祖建、刘熙
宇3人严重警告处分。同时，长沙市委决定
免去3人现任领导职务。

环湘赛千里邀“标哥”

常德通报10起违反作风建设典型案件

本报4月30日讯（李礼壹 杨军 石科圣）“我从常德
汉寿到艾华打工有七八年了，现在小孩长大了，想带在
身边读书，可公司周边的小学学位有限，没法就近入学，
我该怎么办”、“我们每天下午6点半下班时，经过公司的
两趟公交车基本收车了， 希望公交车延迟收车时间，为
附近职工提供方便”……4月28日，益阳市委书记魏旋君
走进湖南艾华集团，与企业负责人、一线员工等座谈。对
职工提出的问题，她一一当场作了答复。

从4月28日开始， 益阳市结合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在“五一”前夕开展“百名干部进百企”活
动，为企业排忧，为职工解难。据了解，至4月30日，“百名
干部进百企”共听取意见建议110条，帮助解决职工诉求
70多个，现场答复问题22个，慰问特困职工320人。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益阳市工业企业及职工反映了
一些问题，涉及项目建设、企业党建、医疗保障和技能培
训等方面。为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益阳市有针对性地开
展了这次“百名干部进百企”活动。22名市级领导分别带
领11个小组，走访了22家企业，了解企业产品、市场、科
研以及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困难， 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
题。同时，百名干部进百企，与企业职工同学、同吃、同劳
动，了解与职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工资待遇、“五险一
金”、职业病预防、技能培训、保障房分配、业余文化生活
和食宿条件等情况，帮助解决职工困难。

5球轻取上港队

恒大将迎魔鬼赛程

图为皇家马德里队球员
C罗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4月29日， 工商人员在知识产权宣传活动现场教市民辨别商品的真假。当
天，2014年长沙市开福区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在伍家岭街道浏阳河社区举行。

本报记者 徐行 何淼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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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 年 4月 30日

第 201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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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 1000 844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108 160 177280

4 92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887821
0 1926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51
1018
8877

3
22
241

214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8715
101776

408
2419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4年4月30日 第2014049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4 2905 07 11 12 16 21

�冷门！北京时间4月30日凌晨进行
的欧冠半决赛次回合比赛中，卫冕冠军
拜仁慕尼黑主场0比4被皇马击溃，大比
分0比5尴尬出局———

违反廉洁自律有关规定

长沙3名领导干部被严重警告并免职
益阳市赫山国土分局

局长郭君伟被立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