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周月
桂）2015年开福区消费节日前在长沙市
中山路国货陈列馆拉开序幕，友阿集团、
万达集团、永通集团、运达集团、嘉德集
团、北辰洲际、快乐购、麦德龙、好食上、
老百姓大药房等，将联合推出各类优惠
活动500余项，内容涉及黄金珠宝、时尚
百货、进口食品、汽车等多个领域，消费
节系列主题活动将持续至今年年底。

活动由开福区政府、长沙市商务局及
开福区各大商贸流通企业承办。 近年来，
开福区精心打造了开福金秋经贸文化节、
新春喜乐会、 购物消费节等节会品牌，为
繁荣市场、促进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杨路帆

5月20日，记者在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曙高科）产品陈列厅
中见到一件外径约12厘米、呈空心球形、球
壁上分布着数十个形状各异孔洞的3D打
印灰白色物件。

“别看它小小的不起眼，它可是火箭发
动机点火装置上的壳体， 是火箭正常运行
不可或缺的部分。”华曙高科常务副总经理
陈勃生告诉记者。

4月20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
院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 称该院41所应用
3D打印技术研制的某型号固体火箭发动机
点火装置成功通过发动机地面试车考核，这
标志着我国首次成功将3D打印技术应用于
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领域。该发动机点火装
置上的3D打印部分———壳体， 正是由华曙

高科为航天科工六院“量身打造”的。
原来， 航天科工六院曾采用传统制造

工艺制作壳体， 但因其在设计和加工方面
要求很高， 又因航天发动机在预研阶段设
计方案反复多变，各形态壳体非批量生产，
所以生产成本很高。更关键的是，采用传统
材质制造的壳体无法满足火箭点火时的技
术需求。 六院41所点火技术研究室的科研
人员想到了3D打印技术。他们曾选择美国
某3D打印公司，但将该公司制造的试样壳
体用于试验时，点火喷射过程尚未结束，壳
体自身已被炸得粉碎。研发一度陷入困境。

2013年11月， 华曙高科专家应邀至航
天科工集团讲座。该集团第六研究院的研究
人员询问他们是否能够制作发动机点火装
置的壳体。陈勃生回答：“我们可以按照要求
尽力尝试，做出成品后，你们再试验看行不
行。”

虽然口头说的是“尽力尝试”，但陈勃
生心里是有底气的， 因为华曙高科所采用
的 3D打印工艺———选区激光粉末烧结
（LS）， 其产品特性本身就特别符合壳体的
要求。

陈勃生介绍，3D打印一共有7种主要
技术， 航天科工六院先前联系的那家美国
公司采用的是熔融沉积制造（FDM），受困
于工艺限制， 打印出来的物体在水平方向
的承载能力较强， 而垂直方向的承载能力
较弱， 所以壳体在点火装置开始运作的瞬
间，就沿垂直方向被炸碎。

LS技术则是将物体分为多层， 逐层铺
设材料粉末，通过激光扫描将粉末熔融，再
冷却固化成形。陈勃生特别指出，激光每扫
描一次，都会穿透已经制造成形的多层，这
样就使每一层材质都经过了多次烧结，层
与层之间的连接相对于FDM技术制造的

物体就更为坚固。
“公司现有十种高分子材料，我们按照

六院给出的设计图，每种材料分别做了十几
种不同形状、结构的壳体。”陈勃生说，“每做
一次试验，研究人员都会根据试验结果对产
品的材料、形状等提出新的要求，公司再根
据要求做相应的改进，制造出新的试样。”

一年多时间里， 华曙高科总共制造了
上百个3D打印试样壳体提供给航天科工
六院， 该院进行了多次单项点火试验来考
核壳体性能， 为壳体在发动机试车中的成
功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最终才有了地面试
车的一次性成功。

通讯员

金慧 王晗 罗艳平

5月23日， 当欢快的音乐在广场上响起，100余人
齐唱生日歌，50岁的王小兰抑制不住内心激动， 在众
人瞩目中走上讲台，接受鲜花礼物。

“这是我半辈子过得最开心的生日。”王小兰的独
生女儿智力低下，为照顾女儿，夫妻都没有工作，一家
三口靠低保维生。这天，长沙市开福区通泰街街道举
行中国计生协会成立35周年庆祝活动，恰逢王小兰生
日，便决定为她过一个特别的生日。

在通泰街街道，跟王小兰类似的计生特殊家庭有
110多户， 大多因独生子女发生意外死亡或伤残。“这
些父母除了情感煎熬，还面临着养老的窘迫，亟需社
会关爱。”街道办事处主任周剑兰说，2014年7月，街道
打造了“五彩桥”项目，为计生特殊家庭开展以蓝色服
务、绿色希望、红色关怀、粉色生命、橙色温暖的全方
位社会关怀项目。

为此， 通泰街街道在寿星社区设立了专业的心理
咨询室，配备沙盘、沙袋等设施，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
刘立京担任咨询顾问，并发展了大学生和社工志愿者，
目前咨询室工作人员达100人。“学会了遗忘，记住了向
前。”前来参加活动的特殊家庭母亲张莉（化名）说。

不止于此，通过五彩桥项目，志愿者在走访中发
现问题，在服务中解决问题。帮助失业老人成正华找
到一份保安工作，为特殊家庭母亲周毅成功申请廉租
房，让残疾人李灿在开福区怡智家园参加培训……近
一年来，五彩桥项目开展大型活动10余次，帮助计生
特殊家庭1000余次。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周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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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
明天，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北风 2级 24℃～28℃
张家界 小雨转阴 22℃～27℃

吉首市 阵雨 20℃～25℃
岳阳市 阵雨转小雨 23℃～27℃
常德市 阵雨转多云 23℃～26℃
益阳市 阵雨 25℃～28℃

怀化市 阵雨 22℃～27℃
娄底市 阵雨 23℃～29℃
邵阳市 阵雨 23℃～29℃
湘潭市 中雨转雷阵雨 24℃～29℃

株洲市 中雨转阵雨 24℃～29℃
永州市 阵雨 25℃～30℃
衡阳市 阵雨 25℃～31℃
郴州市 小到中雨转小雨 26℃～32℃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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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陈生真

这地界儿，是一个极长峡谷中的开阔地，有一个
极美丽的名字———坪朗，是吉首市寨阳乡的一个“全
国文明村”，且是典型的苗族聚居区。

峒河，从峡谷中缓缓流过，把村子一分为二。峒
河在这里拐了个弯，甩出一片开阔空旷的沙滩，上面
全是干净整洁的鹅卵石。沙滩成了最好的看台，也成
了苗家人尽情挥洒激情的所在。

5月25日，是农历四月初八，被称为苗家情人节
的四月八活动，就在坪朗村正式上演了。

“四月八”这一民俗活动，由吉首市申报，于2011
年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远远地，就听到悠扬婉转的苗歌声了。
两条并排的跳岩，从河这边伸向对岸，就成了坪朗

人过河的唯一路径，游客们便在上面缓缓地移动着。
高潮从一开始就到来了，祭祀天地、祖先和民族

英雄的场面， 极浩大而庄严，30名红衣法师和8名青
衣法师，排成簸箕的两队，在唢呐声、锣鼓声和甲马
号声的引领下，从沙滩上走向祭台。他们挥着绺巾，
吹着牛角号，舞着摇铃，敲着竹帮，个个神情专注，让
人进入了一种神秘境地。

他们年龄最大的法师，已85岁，而年龄最小的法
师，只有15岁，苗族文化代代有传人。

苗家四月八，又称跳花跳月———唱歌跳舞，年轻
人在此期间，就可寻找自己的意中人。台上，来自吉
首市15个乡镇的苗族同胞们，在唱歌跳舞。

台下年轻人有另一番风景。
三五成群，徜徉、踌躇、徘徊。旺盛的激情躁动起

炽烈的青春。苗家男儿们，各自用尽心神，去捕捉每
一个撩人的波光。一旦从某一双眸子里，攫住那一线
神秘的意向，便可走过去，大胆地邀约。姑娘心领而
神会，抿嘴露出些微的羞涩。

随后，手牵着手，臂挽着臂，去峒河里参加抢鸭
子和捉鱼的传统活动。

男的赤着上身， 先在河里扑腾， 与鸭子比着泳
技，后在田里快跑，与鱼比着灵活与速度；男的抢到
了、捉到了，女的就在岸上笑得如花似玉；如是抢到
了、捉到了又打脱了，女的送来一句轻轻的责怪：“背
时的，好差火哟。”

众人的欢笑，在峡谷里流动；年轻人的情感，也
更浓了。

杨学祥 申成

近日去洪江市托口镇石桥村， 在山间
公路上， 看到一群两鬓斑白的老人挥锄舞
锹在修路。据当地村民介绍，他们义务修路
多年，其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

石桥村地处洪江市、会同县交界处，是
个边远山村，这里峰峦叠嶂、山路崎岖。该
村与邻近的竹峰村、 裕农村及会同县宝田
村有一条几公里长的村级公路相通， 因地
质变化和山洪暴雨冲刷， 一些路段的护坡

及路基出现崩塌， 给人们走路和车辆通行
带来不便。13年前，看到这种情况，石桥村
村民杨秀华和妻子孙永秋两位老人开始义
务修路。每天，老两口一有空就拿着铁锹、
锄头和镰刀，推着双轮车，上路修修补补。
他们用锄头一锄锄挖泥土， 用背篓一篓篓
运砂石，一边修路，一边把路旁的杂草铲除
干净。

杨秀华、 孙永秋的行动感动了很多老
年人。本村的、邻村邻县的老人也纷纷赶来
修路，组成了一支有10多人参加的老人义

务修路队。
笔者在现场看到，这些老人中有年逾

古稀的老爷爷， 也有银发满头的老奶奶，
最大的年过八旬， 最小的也有60多岁。他
们修路时一日三餐的开支和购买修路工
具的费用，都是自己掏的钱。他们说，现在
党的政策好， 政府每月给老年人发养老
金，大家都是自愿来修路的，想为社会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托口镇党委书记向茂森
告诉笔者，老人们不计报酬、任劳任怨的
奉献精神，传递了正能量。

记者在基层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覃遵奎
张燕）5月26日，湖南红领巾星基金组织多位爱心企业
家，冒雨走进永顺县梓桐村小学捐赠爱心物资。

此次活动是由红领巾星基金发起的，共青团永顺
县委、县妇联、县教育局承办。省人大常委会常委董岳
林，湖南日报原社长李凌沙，省少工委副主任、省妇联
副主席卢妹香及爱心慈善企业家代表、中国青年企业
家协会代表等参加了活动。红领巾星基金现场捐赠了
一批衣物、书包、书籍以及篮球、足球等体育用品。

据悉，红领巾星基金是团省委、省少工委为大力
发展慈善事业、帮助贫困山区少年儿童而成立的公益
慈善组织。基金还将在该县考察红领巾星基金未来新
希望示范学校校址，进一步帮扶该县贫困学子。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张书乐 杨湘红）“老婆， 就是这个
二维码， 扫一扫吧， 今后就不用到处找电
话、 找人了， 计生办看到微信就会上门服
务。”

5月26日上午，在株洲市石峰区清水塘
街道计生协会举办的“5·29协会会员集中
服务”宣传活动现场，当地居民王先生鼓动
自己身怀六甲的妻子扫一扫活动展板上的
二维码，下载“清水人”微信公众号。1个多
小时，这个公众号就吸纳了30多个“粉丝”。

“你的手指动一动，我把服务送上门”。
去年2月，清水塘街道计生办开通“清水人”
微信公众号，建起了一个网上服务平台。通
过这个平台，计生办除了发布计生政策、办
证流程、育儿知识等，主要为育龄妇女提供
服务，她们可上平台随时求助。从此，街道计

生方面各种优质服务，都能“个性化定制”。
经1年多运作，“清水人” 已聚集1000

多名年轻女性“粉丝”，囊括了街道内绝大
部分孕妇。今年来，街道居民通过QQ群、微
信公众平台等预约办事的就达1000余人
次。

别样“情人节”
———吉首市苗族四月八活动速写

红领巾星基金
深入永顺送真情

通往幸福“五彩桥”

计生服务“扫码”上门
清水塘推出“互联网+计生服务”

爷爷奶奶义务修路

5月26日， 长沙市雨花区计
生协会在洞井街道丰园社区举
办“国策情 雨花梦”主题服务活
动 。通过 “最美计生人 ”演讲比
赛 、义诊 、慰问走访和文艺汇演
等活动的开展，架起计生协会与
居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蒋战勇 摄影报道

湖南3D打印火箭点火装置壳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5月 26日

第 2015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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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1040 655200

组选三 717 346 248082
组选六 0 173 0

3 9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5月26日 第2015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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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2533690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7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855899
2 23486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77
49789
962963

10127855

39
2251
39491
395575

3000
200
10
5

1303 18 27 31 32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黄娜丝）今天上午9时，由34位共
和国开国将军后代组成的北京将军后代
合唱团来到茶陵县， 参加为纪念毛泽东
回茶陵50周年举办的“唱响中国，走进茶
陵”活动。

此次来茶陵演出的将军后代合唱团
成员中， 有当年茶陵工农兵政府成立时
士兵代表陈士榘上将之子陈华、 茶陵籍
谭善和少将之孙女谭雯少等。舞台上，这
些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精神抖擞，
演唱了7首红色经典歌曲， 包括《东方
红》、《十送红军》、《水调歌头·重上井冈
山》等。他们激情演唱，强烈感染着在场
观众，赢得阵阵热烈掌声。

在茶陵县期间， 将军后代合唱团还
举办了谭雯少“和慈善”捐赠助学仪式。
仪式上， 谭雯少为茶陵家庭贫困学生捐
赠了价值10万元的物资。

演出结束后， 将军后代合唱团成员
参观了毛泽东在茶陵的住室、 茶陵革命
纪念馆、茶陵工农兵政府旧址、洣江书院
等景点，游览了茶陵县城。

开国将军后代
来茶陵演出

开福区消费节
开启500余项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