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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31 4 6 3
排列 5 14231 4 6 3 2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4100 02 04 08 12 35 01+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1
下期奖池：559791030.10（元）

10000000 20000000

6000000600000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8月 27日

第 2014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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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 1040 613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54 173 130442

8 30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2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620525
1 1052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39
1000
10356

12
20
237

1365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5451
107527

360
2351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4年8月27日 第201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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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2609 11 19 20 24 25

8月27日，长沙火车站，旅客从出站口走出。目前，长沙铁路、民航已迎来暑期客流高峰。
本报记者 李健 摄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黄杰)今天，全省2014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工作推
进会在慈利县召开。记者获悉，我省今年将
新建乡村学校少年宫292所。

乡村学校少年宫成为了农村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阵地、 文体活动的平
台和社会实践的基地， 为边远地区农村
孩子开展校外文化艺术、 体育锻炼和社
会实践活动， 提高综合素质营造了良好

的环境。会议由省文明办、省财政厅、省
教育厅联合主办， 旨在认真贯彻全国乡
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推进会精神，扎
实推进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 省文明办主任宋智富在

会上介绍，截至目前，全省已建1200多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今年是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
建设的第4年， 我省新建的项目包括192
个中央项目和100个省级项目。

湘雅教授徐道妙远赴塞拉利昂抗
击埃博拉疫情， 医院为其82岁老母亲
祝寿———

特别的生日祝福
通讯员 罗闻
本报记者 段涵敏

“您儿子正代表国家执行重要的援非任务，他为祖
国争了光。我们全院职工都很感谢您培养了好儿子！祝
您生日快乐！”

8月26日， 是湖南赴塞拉利昂国际医疗救援专家
组组长徐道妙教授老母亲的82岁生日。这天，得知老人
近来身体状况不佳， 湘雅医院工会常务副主席汤爱国
等人带上全院的祝福，前来看望慰问老人。

一进家门， 孝顺的儿媳妇周庆娥随即为婆婆换上
了大红衣裳。周庆娥介绍，婆婆有30多年的老慢支、心
脏和腰椎病史，徐道妙教授出发后不久，老人的心脏病
又犯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家打吊瓶。看到医院特地派人
前来看望自己，老人的气色好了很多。

“师傅不在家，我就是您的满崽子……”徐教授的
“大徒弟”明广峰医师马上为老人检查身体，发现病情
无大碍后，这才放了心。

听说要与儿子通电话， 老人的兴奋劲儿立马上
来了。电话那头传来了徐教授的生日祝福。听到那个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老人的泪水顿时夺眶而
出：“伢子啊，你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家里一切都
好，莫要挂念。国家的使命必须义不容辞，期待你早
日平安回家……”

虽然不能亲自陪老母亲过生日，但来自医院的
关心还是令徐道妙教授感动不已：“我们是国家派
出的代表，一定会做好本职工作。待平安回来后，再
继续尽孝。”

我省将新建292所乡村学校少年宫

本报记者 吴希

从家到办公室，走得快只要5
分钟， 长沙市岳麓区橘子洲街道
学堂坡社区书记余海艳却经常要
走上半个多小时。一路上，和她拉
家常、问情况、反映困难的群众络
绎不绝。

这条路，她从23岁走到现在，
整整走了14年。 余海艳说她很幸
福。

前几天，70多岁的杨秀珍娭
毑因天热中暑，水都无法下咽，碰
巧子女不在身边， 急得团团转的
老伴赶快打电话求助余海艳。余
海艳二话不说， 立马开车送杨娭
毑去医院， 直到深夜情况好转才
离开。

余海艳说：“要想让居民们把
你当亲人、当朋友，就要主动为他
们解决实际困难， 踏实做好每一
件事。”

学堂坡住了不少老人， 余海
艳总隔三差五上门去看望。 崔立
明和老伴都已退休， 三个孩子中
有两个残疾，经济拮据。余海艳主
动找到崔立明， 帮助他准备低保
申请材料和相关证明。今年初，崔

家拿到了低保，崔立明逢人便说：
“海艳比亲闺女还亲。”

工作之余， 余海艳常到居民
家串门子，拉家常，摸底子，并把情
况归纳总结， 将楼栋划分成一个
个网格，组织网格成员、志愿者组
成一对一帮扶对子。 学堂坡成为
了岳麓区网格化的第一个实践社
区。

“带着感情和责任工作，再难
的事也能办好！”这是余海艳的工
作信条。

学堂坡是个
老社区，所有小区
都无物业公司。余
海艳既当社区书
记，还当“物业经
理”。今年春节后，
潇湘路旁的临江
花园的几个化粪
池堵塞， 污水外
溢， 臭气熏天。余
海艳带着工作人
员找来维修人员，
现场监工，参与动
手， 短期内清理、
疏通干净，还节约
了不少维修成本。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开展以来， 余海艳和社区
其他干部一起， 制作了1000多
张《民情联系卡》发放到各家各
户，公开党员干部的联系方式，
方便群众联系。 她还号召社区
两委利用“百姓档案 ”和“民情
日记”，实施居民组长（楼栋长）
家庭必访、特困家庭必访、孤寡
老人必访、 信访群众家庭必访
等6个必访。

既是社区书记，又是“物业经理”

黄花机场值机可用支付宝
旅客可直接在5号、15号安检口登机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常希娟）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的登机旅客可以通过支付宝办理值机手续了。
今天，湖南机场集团与阿里巴巴、支付宝在长沙签署协议，
黄花机场将成为首批入驻天猫旗舰店和支付宝钱包的机
场。

记者打开手机中的支付宝钱包APP，在“服务”选项中
添加关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显示有网上值机、航班动
态、周边交通、停车场等4项服务可选择。据黄花机场信息管
理部负责人介绍，支付宝用户点击“网上值机”选项后，不需
要注册， 便可由系统自动识别个人身份信息， 办理值机手
续。旅客通过支付宝办理值机手续后，不需要在机场打印登
机牌，便可在5号和15号安检口直接办理安检、登机手续。

百姓当明星 草根成大腕
芙蓉区群众自编自演幸福时光

本报8月27日讯（柴凤 周湘云）没有明星大腕，登台的
你就是最耀眼的明星！ 今天上午，“欢乐潇湘-长沙篇·舞动
星城 歌涌湘江” 大型群众文艺活动举行芙蓉区文艺展演。
12个演出节目全部由当地居民群众自编、自导、自演，受到
了台下600多名观众的热烈追捧。

由木芙蓉艺术团表演的《志愿者之光》，用舞蹈的形式
展现了洞庭护鸟队志愿者的故事，倡导发挥志愿者力量，保
护动物、热爱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团长林亚男介
绍，这是该艺术团结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
设” 等背景， 精心打造的一套以环保为主题的原创舞蹈节
目，“我们期待能够将其打造成为长沙市最好的节目之一。”

由外来务工子女表演的武术《少年中国》，展现了外来
务工子女积极向上的精神； 由2名打工仔组成的“华旭组
合”，一出场就获得观众的欢呼……此次演出结束后，芙蓉
区将选出6个节目，参加9月上旬长沙市“欢乐潇湘”大型群
众文艺活动的总决赛。

两人卡在车内生命垂危
湘潭成功处置一起交通事故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朱亚军）今
天下午3时43分，湘潭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湘潭
县107国道南方加油站往谭家山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县中队迅速出动一台抢险救援车、一台A类泡沫消
防车，共10名官兵赶赴现场。

16时06分，中队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得知107国道
衡阳往湘潭方向梅林桥路段一辆满载粮食车牌为湘
BG0402的小型货车失控，在撞断路边大树后坠落至3
米深的路边农田内， 由于撞击力度过大导致车头严重
变形。该车驾驶员与坐于副驾驶处的小孩被困车内。因
车头严重变形， 副驾驶位置上的小孩子被车厢压住双
腿和胸腔，不能动弹，呼吸困难，情绪十分激动，体能消
耗过快， 右脚脚踝在事故过程中被削破， 正在大量流
血，生命垂危。驾驶位置的中年驾驶员被卡住下体，身
体严重扭曲变形，血液流通不畅，导致皮肤已经发紫。
情况十分危急。

16时07分， 中队指挥员迅速成立现场救援指挥
部， 决定先对生命垂危的小孩进行救援。16时18分，
被困小孩被顺利救出并送往医院抢救。16时37分，事
故驾驶员被安全救出。目前，被救两人均已脱离生命
危险。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刘也 通讯员 道欣 罗爱华）近
日，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国政法大学的家庭贫困学生李丽萍，
从常德市计生协会负责人手中，领到了3000元助学金。据了
解，自2007年以来，常德市计生协会已连续7年举办“计生协
伴学子飞翔”助学金发放活动，已累计发放助学金1053.26万
元，资助贫困大学新生12913人。

常德计生协会
资助逾万名贫困大学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