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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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 3 17116 2 1 3
排列 5 17116 2 1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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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050 12 14 17 20 28 02+0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7

3
下期奖池：3589897237.21（元）

7486392 52404744

134755054491835

故事

2009年5月， 全国妇联公布， 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
人。当年，在长沙的禾湘文教促进会“农家学舍”项目，开始
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周末和寒暑假到农村留守儿童中
去，以教《论语》《弟子规》等蒙学课程为主，拓展绘画、手工、
音乐等素质课程，陪伴孩子们度过假期。

8年后的5月2日， 记者在禾湘文教促进会长沙汽车西
站附近办公室，见到了邓亚。在湖南师范大学读大二入会，
现在已成“掌舵”人，邓亚自叹“责任更重大！”

经过校园内的层层面试，2010年10月23日， 邓亚坐着
巴士第一次踏上了岳麓区莲花镇龙洞村的土地， 开启了她
志愿服务里程。

每个周末邓亚下车的地方，孩子们准点笑脸相迎。她教
过绘画、手工、音乐，周末进村和孩子们一起已经成一种习
惯。她说：“不是我在教孩子们什么，是孩子们在带着我一起
学，一起成长。”

邓亚是在和孩子们一起成长。她接触了一个父亲病逝、
母亲改嫁，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的孩子，孩子让人头疼。邓亚
开始学习儿童心理学知识，找心理学专业的朋友求教，不厌
其烦地与这个孩子聊天。终于，孩子变得活泼开朗，和大家
相处得越来越融洽。

正是因为这个孩子， 邓亚开始筹备心理小组。2011年
起，每个教学点都安排了心理学专业的志愿者，对孩子们跟
踪记录，并邀请心理学专业的老师指导，解决孩子们成长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服务过程中， 邓亚管理学专业知识也学以致用。
2011年，她参与社团管理，2012年社团启动变更法人代表，
2013年她正式成为禾湘的负责人。

禾湘8周年纪念时，无数的志愿者给“农家学社”公众号
留言寄语。“我因真正爱过，愿做最平凡的人，守望着我的麦
田长成一棵树。” 志愿者张涵写道。

虽然禾湘现在只有邓亚一位专职工作人员，另外3个核
心成员也是志愿者。邓亚说：“我们这个圈子能量满满，我能
够一直走下去，要感谢很多人的帮助。”

“做志愿者时，每周和孩子们一起，开心，很容易满足。
做管理者负责面更广，孩子们要有所收获，志愿者要有所成
长，团队要对外交往等。”邓亚说。

让孩子们有收获，主要是对志愿者培训，让他们更好
掌握团队合作、志愿者精神、志愿服务技巧等，为孩子们
提供帮助。让志愿者有所收获，就大胆给予他们尝试的机
会。

当初为留守儿童开展心灵陪伴， 随着岳麓区外出务
工的人员逐渐回乡务工，留守儿童数量减少。邓亚和团队
也考虑过活动是否继续，了解到农村儿童一样有需求，他
们将项目保留， 并把服务对象扩展为长沙市所有农村儿
童。活动内容设置为3部分，课业辅导、心灵陪伴和兴趣
培养。

去年，邓亚从湖南师大研究生毕业，专职进入禾湘文教
促进会工作。“虽然父母都搞不清楚我在做什么，但信任我，
我也就没解释什么。”邓亚说。和邓亚一起办公的公益组织
还有10多个，有各方的关注，邓亚甘心“陪伴”留守儿童的
信心更足。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陈卓韬 蓝纪宣)近日，蓝山县纪委
通报了一起对铁锰矿开采监管不力追责
案，36名国家公职人员受到责任追究。

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按照省
国土资源厅批复， 中南地勘院委托湘商
矿业公司， 在毛俊矿区和太平矿区开展
工业试验采样工作。 湘商矿业公司采样
时， 超过了省国土资源厅批复规定数量
和时间。同时，湘商矿业公司未按规定申
办有关林业、环评、安全生产、水土保持
等手续，毁坏部分林地，在社会上造成不
良影响。

经蓝山县纪委研究并报县委同意，
决定对在湘商公司采样生产中监管不
力、 履职不到位的有关职能部门和单位
的36名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责令分管
相关职能部门的8名县处级领导分别向
县委、 县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对县矿开
办、矿整办、国土局、林业局、环保局、安
监局、水利局等单位8名主要领导进行诫
勉谈话，给予负主要领导责任的4名分管
领导行政警告处分，给予负直接责任的5
名责任人行政记过处分，对4名工作人员
进行诫勉谈话；对太平圩镇、南平街道5
名主要领导进行诫勉谈话，给予2名负主
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乡镇干部行政
警告处分。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通讯员 王明
义 余功蓉 记者 段涵敏）“感谢你们，是
你们给了我儿子希望。”4月28日， 刘长
依在临澧县中医院病房接过一份100万
元平安保险捐赠协议，泣不成声。

刘长依是临澧县烽火乡跑马村人，
现年52岁，丧偶。2016年12月，独生儿子
刘钊骑着摩托车遭遇车祸， 因脊椎受损
肢体毫无知觉， 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从此

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为了救治儿子，刘长
依欠下了20多万元债。

万般无奈， 刘长依只得将儿子从医
院带回家中护理。背着一身债务，刘长依
想外出打工赚钱，但上有高龄的父母，下
有瘫痪在床的儿子，想走也走不开。

一场爱的接力赛开始了。今年春节
期间，临澧县、乡、村三级计生协会组织
慰问， 为他家送去了1万元。 临澧县卫

计局针对他家的特殊情况 ,将刘钊安排
到县中医院免费治疗， 并联合民政、扶
贫办等单位下文， 以精准扶贫为契机，
加大关怀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力度，动员机关干部与困难计划生育家
庭结成帮扶对子。4月28日， 在社会各
界的关心和援助之下，太平洋保险公司
通过多方努力，为刘钊争取到100万元
的捐款。

周俊 杨亲福

4月30日，我们从新化县城出发一路
向西， 前往70余公里远的奉家镇渠江源
景区。

进入景区，见各要道、路口都有几名
“红袖章”，或指挥交通、引导停车，或接
受咨询、解答疑问。一名“红袖章”告诉我
们， 这是奉家镇镇村两级干部的常态工
作， 每逢旅游旺季， 大家都主动放弃休
假，开展旅游服务。

转悠几圈，一家古色古香的“无二山
庄”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老板唐喜生端来
凉茶，笑呵呵地说：“之所以取名无二，一
是说一不二讲究诚信， 二是风景优美无
出其二。” 唐喜生接着说，“以前没有开
发，游客都是吃了中饭就回，但今年基础
设施和景点都完工了， 白天和夜晚景色
各异，游客都不着急回去，至少要留宿一
晚的。”

渠江源是溯溪、 观瀑、 品茗、养
生、 避暑的休闲胜地。 山河中有苔痕
苍苍的岩石， 挂满青藤的峭壁， 惊心
动魄的悬崖， 深邃的峡谷、 峥嵘的岩
洞、 碧绿的水潭， 更有气势磅礴的瀑
布， 构成一幅幅浓艳的水墨画， 令人
心旷神怡。 当此季节， 虽野樱桃花与
紫杜鹃凋谢， 但映山红开得正艳，漫
山遍野迎风摇曳。

沿途赏景，一位叫刘崇云的农户主
动当起了向导。细细询问才知道，他是
一农家乐的老板。 他说：“我们这有个
规矩， 不管游客住哪家， 只要有需要，
各家都得帮忙， 团结互助才能做大做
强。”

来到古贡茶体验园， 似乎远远就能
闻到茶叶的清香。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
茶树迎风吐绿， 整片茶园隐匿于山峦云
雾之间，与蓝天白云连成一体。茶园老板
特意开辟出一片采摘区域，供游客体验。
负责打理茶园的老肖介绍， 渠江源海拔
在1000米左右，建有高标准生态有机茶
园3000亩，这里山泉甘甜、土壤肥沃，常
年云雾缭绕，所生产的渠江溪茶、渠江薄
片、月芽茶、蒙洱冲等名茶，茶香弥漫，柔
和甘甜，回味无穷。

湖南日报5月3日讯（记者 廖声田）
“安心上山去旅游， 余下事情我们调解，
你只要关注手机APP, 下山之前一定会
裁决好。”5月1日，张家界永定区法院“在
途速裁”APP正式上线，这是全国法院系
统中首创，在天门山景区索道下站广场，
旅游速裁法庭工作人员现场为因租车产
生纠纷的广东游客李先生调解旅游纠
纷。

“当天立案、当天调处、当天执行、当
天兑现。”现场，永定区旅游速裁法庭人
员为游客解释诉讼指引和专项法律文
书，帮助游客在景区食、住、行各方面与
旅游经营者和服务商发生的纠纷提供法
律援助和速裁服务。

永定区人民法院院长彭军介绍，
游客可通过手机扫描下载“在途速裁”
APP，内容包括庭审、宣传、咨询，在线办

理， 在线服务， 在APP上可完成网上开
庭、调解。“在途速裁”APP提供优质便捷
司法服务，不耽误游客行程，不影响游客
心情，在调解处理案件时，将与公安、旅
游、工商、物价、卫生、城管等职能部门配
合，现调现解案件在立案后一般情况下2
小时内就可结案， 纠纷较大案件最迟应
在游客离开当地景区之前结案并执行到
位。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黎治国

“红色文化底蕴深厚， 民俗民风淳
朴，土家吊脚楼、白族民居别具风格。”5
月1日，在桑植洪家关旅游区，来自贵阳
的自驾游游客王秋菊对此次“五一”之
行，赞不绝口。

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 红二方
面军长征出发地。 境内自然风景奇特秀
丽，民族风情神秘浓郁。近年来，桑植大
力挖掘红色文化，凸显美丽乡村建设，对
桑植民歌等非遗文化进行挖掘、整理，积

极拓展原生态休闲乡村游、红色体验游、
文化生态旅游。

在刘家坪长征纪念馆、贺龙故居、八
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主要旅游
区， 记者看到， 不少省内外游客驾车前
来，体验这里美丽的人文风光。

沿着青石板漫步而行， 吊脚楼内
学唱桑植民歌， 听当地老人讲述红军
故事……在千年古镇苦竹寨， 长沙游
客陈杰一家听历史，品民俗，玩得不亦
乐乎。他说，来到桑植，既放松了心情，
又教育了孩子，“随着交通条件的改

善， 将会有更多的长沙市民前来美丽
桑植旅游。”

在利福塔镇凤栖村， 土家族风格
装饰的“美香”农家乐显得格外惹眼。
老板张美香依靠地道的土家菜肴，吸
引了大量游客前来用餐，“‘五一’期间
每天接待游客20来桌， 营业额有五六
千元。”

“乡村游火热，自驾游占比大。”桑植
县旅游和外事侨务局负责人介绍，“五
一”假期，全县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11.7
万人次，自驾游占比70％以上。

从严治党在路上

蓝山36名干部
因监管不力被追责

赏景品茶渠江源

独生子不幸遭车祸
接力救助 爱如泉涌

“一切为了游客平安满意”
永定区法院首创“在途速裁”APP

桑植：乡村游热 自驾游火

守望麦田长成大树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名片
邓亚 ，1990年7月出

生，中共党员，长沙市岳
麓区禾湘文教促进会理
事长。7年来， 致力于为
农 村 儿 童 提 供 志 愿 服
务， 带领团队获得省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
新案例奖、 首届中国青
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
奖等奖项。

邓亚 图/张杨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甘艳 浏纪

“原黄花村财务混乱，请求巡察组清
查……”今年3月中旬，浏阳市委第一轮
巡察进驻沙市镇后， 群众强烈反映原黄
花村财务混乱。

随着财务清查工作的展开， 浏阳市
沙市镇文光村（原黄花村和杨林村合并
为文光村） 支委委员兼村级财务报账员
陈德辉侵占村级集体资金等问题浮出水
面，一只“硕鼠”原形毕露。5月3日，长沙
市纪委向记者通报了有关案情。

只要有机会，就想夹点“私货”

2014年， 陈德辉在村上环境卫生支
出项目中私造2000多元工资费用得手
后，他发现报账员岗位原来是“肥缺”。特
别是近年来，村上建设项目逐渐增多，经
手报账资金也越来越多，让他兴奋不已。

此后， 陈德辉在一个村民小组道路

硬化工程的资金往来中， 利用水泥供货
商邓某虚开发票6万元报账，又一次顺利
得手。从此，陈德辉的胆子也就更大了，
只要有机会，他就想夹点“私货”。他认
为，就吃点“小鱼小虾”，出不了大事。

“陈德辉的胆子越来越大，胃口越撑
越大，典型的‘官’不大‘胃口’大。”一名
纪委办案人员评价陈德辉案时说。

“大鱼”来了，他竟玩起“一
鱼两吃”

2015年年初， 沙市镇原黄花村启动
了平汝高速沙市互通口绿化工程项目，
项目投资上百万元。

“大鱼”来了，陈德辉玩起了“一鱼两
吃”的套路。

“第一吃”是虚开发票。为尽快推进
项目， 原黄花村村委会安排陈德辉和村
主任罗某， 与项目承包人武某一起到四
川、山东等地去选购花木，并约定购买花

木费用先由武某代付。 由于支付武某款
项是分多次进行的， 陈德辉心生一计：
“绿化款是陆续出账的，村级财务一直是
我在办理， 多开一些谁也不会知道。”在
最后一张发票上， 陈德辉授意武某开了
40.8万元，虚开竟达30多万元。

“第二吃”是重复报账。外地购买的
花木运回来要运费，陈德辉又打起了“小
算盘”。“正好公路运输货物配载服务合
同书有红、蓝两联，我想用红联报一次，
蓝联再报一次，别人不会注意。”陈德辉
自认为自己的“吃法”很高明，这一次他
又“吃”到了6万多元。

3年“吃”了近40万元，贪婪
“硕鼠”现原形

纸终究包不住火。
今年3月， 沙市镇在村级巡察中，多

次接到群众反映陈德辉有问题。 初步核
实后，浏阳市纪委于4月初决定对其进行

立案审查。
经查，2014年至2016年期间，陈德辉

利用担任村级财务报账员的职务便利，
通过虚开平汝高速沙市互通口绿化工程
苗木发票的手段， 以及虚开道路运输发
票并用公路运输货物配载服务合同书
红、蓝两联作附件重复报账的方式，侵占
集体资金近40万元。

目前，因严重违纪，浏阳市纪委已给
予陈德辉开除党籍处分， 其涉嫌违法犯
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陈德辉案既
是其本人丧失信念、 贪欲膨胀的结果，
同时也暴露我们一些地方和单位在监
督管理方面的问题。”浏阳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秦跃平表示，浏阳将进一步增
强农村基层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切实堵
塞涉农领域违纪违法漏洞，切实增强制
度的约束力和执行力，从源头上预防和
治理“雁过拔毛”式腐败、“小官大贪”等
问题。

巡察组进驻，“揪”出了“胃口大”“玩套路”的村级财务报账员———

从“小鱼小虾”到“一鱼两吃”

便民桌凳获点赞
5月3日， 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紫荆社区， 居民围坐在石圆桌旁下棋。 最近， 该社区在波隆文化广场、 社区健身广场

以及街边拐角处， 安装了48套石材圆桌凳， 方便居民休闲娱乐。 贺文兵 陈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