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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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4 1 2 9
排列 5 17184 1 2 9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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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9 01 17 19 32 33 02+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8

4

6846376 54771008

164313004107825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微档案】
彭林富 ，男 ，1967年生 ，衡阳市常宁

市塔山瑶族乡中心小学校长， 从事乡村
教育34年。 先后获衡阳优秀教师和常宁
优秀班主任、 优秀工作教育者等荣誉称
号。 被衡阳市政府记三等功1次，常宁市
政府记三等功3次。

【故事】
峰峦重叠，山高水长。常宁市塔山瑶

族乡交通不便，每年冰冻期达2至3个月，
是个贫困乡。

7月6日， 记者前往塔山瑶族乡中心
小学途中，因路面水淹，采访车掉到了路
边的水沟里，幸好村里有1台挖机，将车
子吊了出来。

塔山瑶族乡中心小学建在半山腰
上， 校园不大，3栋小楼，6个班级，100多
名学生。

彭林富是本地人，幼时家境困难。初
中毕业， 接到常宁一所重点中学的录取
通知，得知家乡学校缺教师，便放弃了升
学，回乡任教。 34年来，他先后在板角小
学、思源完小、中心小学等任教，足迹遍
布全乡多个教学点。

这是彭林富第二次来到塔山瑶族乡
中心小学任教，并担任校长。 7月6日，正
好是考完期末考试放学的日子， 校园非
常热闹。

“这学期，刘运辉变化非常大，不调
皮了，学习成绩提高了，还当上了劳动委
员。 ”这一天，刘运辉的爸爸来到学校，找

彭林富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听到彭林
富这样说，脸上笑开了花。

刘运辉的爸爸常年在广东打工，孩
子随着他读书，但伤透了脑筋，因为孩子
在校调皮捣蛋，学校的“告状”不断。2016
年， 刘运辉的爸爸听说彭林富又到塔山
瑶族乡中心小学教书了， 就把刘运辉送
回家乡读书。 刘运辉的爸爸说：“彭老师
教书上心，我们家长放心。 ”

“乡亲们养家糊口，都挺不容易的。
教好他们的孩子，是我最大的责任。 ”彭
林富说。

2008年初， 湖南遭受特大冰灾。 属
于高寒地区的塔山，雪更大，冰更厚。 为
了孩子们的安全， 彭林富决定让孩子们
不来学校上课，他顶风冒雪，跑到学生家
里补课。给这家孩子辅导完功课，彭林富
就往下一家赶。那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他
的学生仍以较大优势获得全乡第一。

乡里贫困户多，为了帮助贫困学生，
彭林富经常自掏腰包资助学生。 为了弄
清楚每个学生的家里情况，白天上完课，
到了晚上，彭林富拿着一个手电筒，爬山
涉水对每一户进行家访。

彭润龙同学家住偏远的茶群村，家
徒四壁， 母亲离家出走， 父亲在广东打
工，只剩他和弟弟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彭林富家访后，心情极为沉重，立刻着手
组织全校捐款， 生活上给予两兄弟多种
照顾。慢慢地，彭润龙变得开朗起来， 学
习成绩也提高了。

赵铁军同学与父亲生活。 因家境贫
困， 父亲几次想让赵铁军辍学， 跟着他
砍竹子卖钱。 彭林富带着班主任三番五

次上门做工作。 “经济有困难， 我们帮
你想办法， 但孩子不上学， 就会跟你一
样卖苦力。 你觉得哪样好？” 赵铁军的
父亲被说服了。 随后， 彭林富积极联系
募捐， 资助贫困学生。 去年， 有一个企
业一次性捐助了7万多元。“这下， 赵铁
军能顺利读完初中了。” 彭林富觉得很
欣慰。

心里装着学生， 彭林富就很少顾得
上家了。 今年， 彭林富的父亲卧病在

床， 就让妻子在家照顾。“其实，他家离
学校不到1公里路远， 但1个月我也见不
到他回家1次。 ”彭林富的同事盘玖仁告
诉记者，彭林富身体也不好，动过几次大
手术，但从没有缺过1节课。

“我是塔山人，我热爱家乡，希望家
乡早日摆脱贫困。 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
尽可能好的教育，就是我的责任。 ”彭林
富说， 最大的心愿就是每个孩子都能读
完9年义务教育。

干群力擒B级通缉疑犯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田双喜

7月8日，公安部通缉的一名B级在逃疑犯姚常凤，在沅
陵县七甲坪镇被当地干部群众合力生擒。

半小时内，与这条消息有关的早前湖北警方悬赏通告，
连同凶犯现场被抓的多个小视频被转发出来， 迅速蹿红沅
陵人的手机朋友圈和各大微信群。

7月8日早上7时20分，七甲坪镇原高庙介村党支部书记
全华平路过蚕忙集镇1公里远的公路边，被一位神色慌张的
老婆婆拦住，口里直喊：“快点帮忙抓流氓!”

原来，老人一家去集镇赶场，就在几分钟前，走在前面不远
的11岁孙女，突然被一个穿黑衣服的男子拉下溪坎，不见人影。

顺着老人指点， 全华平发现路边草丛果然有一道新鲜
踩踏痕迹，溪宽10多米，从公路到水面近30米，沿溪长满1米
多深的杂草灌木。 全华平看了一眼，四周空旷，对岸有人户，
作案人没跑多远，应该就躲在草丛中。 于是，抓起一把石头
乱砸，一边大吼：“滚出来!”

吼声引来过路群众帮忙。 这时，该镇垭头村委会主任李
天海和女孩的爷爷等赶到，加入搜寻阵营，几个人飞步下到
溪水中，包抄两端路口，一阵乱石轰砸，小女孩很快从前面
草丛中探出头，惊慌失措爬上公路。

这时，一名黑衣男子从草丛中蹿出，跳入水中，夺路而逃。
下游有人把守，对岸有人截路，前方是深水，凶犯在一

个不到30米的小圈子里，成了瓮中之鳖。 全华平等人抓住时
机，一齐冲上去，把凶犯扑倒，解下皮带死死捆住。

7月9日，沅陵县公安局发布通报，黑衣男子系公安部B
级在逃疑犯姚常凤，犯有多起命案。

娄底涟钢大市场等被挂牌督办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通讯员 李勇兵 聂丽娜 记者

周小雷） 近日， 娄底市涟钢大市场、 涟源市可可网吧等单
位因存在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电线敷设不符合要求
等火灾隐患， 被娄星区政府、 涟源市政府挂牌督办。

据了解， 6月中旬， 娄星区公安消防大队在开展夏季
消防安全检查时， 发现始建于1998年、 总建筑面积达
11500多平方米的涟钢大市场， 存在未设置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 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室内消火栓配置不符合
要求、 门面之间未采用隔墙分隔、 消防车通道堵塞、 电线
敷设不符合要求等火灾隐患。 根据公安部 《重大火灾隐患
判定方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经娄星区人民政府批
准， 综合判定涟钢大市场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予以挂牌
督办。 随后， 涟源市公安消防大队在进行日常检查时， 发
现可可网吧存在第二层仅设置一个安全出口以及员工消防
安全培训不到位等火灾隐患， 直接判定该网吧为重大火灾
隐患单位， 并提请涟源市政府对其进行挂牌督办。

� � � �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雷鸣） 日前， 2017年度空军招
飞在我省的投档录取正式结束， 我省
92名高中毕业生被录取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飞行学员， 高考成绩全部在
一本分数线以上， 录取数量连续3年居
全国第一。

据了解， 被录取的92名考生中，男
生90名，女生2名。其中，常德市16名，全
省最多；其次是益阳市、长沙市，分别是
15名、11名。 全省被招飞的中学共计59
所，12所中学为首次被招飞。 其中，益阳

市箴言中学7名，全省最多；其次为常德
市桃源县一中、益阳市沅江市一中和长
沙市周南中学，各4名。

今年， 空军招收高中毕业生男飞
行学员的原则是， 在继续保持高考成
绩过“一本” 的前提下， 首先， 录取
高考成绩达到统招一本线30分以上的
考生； 其次， 录取符合歼强机选拔标
准的考生； 最后， 依次录取心理选拔
评定等级为优秀、 良好、 一般的考生。
同等条件下， 依据高考成绩从高到低
排序录取， 总分相同的依次按数学、

语文成绩排序。
今年， 空军面向全国31个省 （自

治区、 直辖市） 招收35名第十一批女
飞行学员， 录取原则是， 按照“高考
成绩与当地一本线的比值” 由高往低
顺序录取， 全国录取35名。 我省被录
取的2名女生， 均来自湘潭市湘乡市。

录取的飞行学员拟于8月1日、 2日
赴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2018年度空军
招飞报名工作拟于今年8月下旬展开，
学生自荐条件及相关动态信息可百度
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网站查询。

我省首台
反置式人工肩关节

置换手术成功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罗石红 周俊）

近日，在新化县中医院，刚做完手术不久
的刘老太， 已经能做一些简单的肢体动
作，恢复良好，即将出院。 一周前，该院成
功为她实施了全省首台反置式人工肩关
节置换术，解决了她持续20多年的病痛。

据介绍，刘老太今年76岁，为新化县
古台山林场居民，患严重尿毒症近两年。
右侧肩关节陈旧性脱位20多年了，没有
了正常的结构，持续性的疼痛，使她苦不
堪言。

两月前，患者在家属陪同下，来到新
化县中医医院骨三科进行诊疗咨询，该
科室主任医师罗焱龙接诊。 经检查患者
所患疾病，属个案病症。治疗方法除了原
始的关节融合手术外， 只能采取反置式
人工肩关节置换。

反置式人工肩关节手术是目前世界较
高层次的医疗手段，操作技术与难度大。为
确保手术成功，医院组织专家团队，由院长
邹奇、业务院长吴陌兴牵头进行会诊。 通
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 进行术前CT、核
磁、X光片、3D打印模型、 计算机术前3维
模拟……一步步完善手术计划。 在充分准
备的前提下，手术从解脱出脱位卡压20多
年的畸形关节，到完成所有假体的安装置
换，仅用了3个小时。该手术的成功，弥补了
我省反置式人工肩关节置换技术的空白。

———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教育基金会 主办“教书上心， 家长放心”
———记常宁市塔山瑶族乡中心小学校长彭林富

李曼斯 段佳丽 曾昭伟

7月初， 一批毕业生陆续从长沙医
学院离校。 来自长沙望城的汤佛即将
奔赴基层工作。 他在离别之际的一番
话令众人感动不已： “老师经常教诲
我们要感恩， 所以不论是过去还是未
来， 我都会奉献自己的全部热量， 来
回报社会。”

家庭贫困、 受政府资助完成学业
的他， 在大学4年间， 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158次， 累计参加志愿服务时间达
1200小时。 帮助同学、 义务献血、 文
明宣传、 开发编程……汤佛成了走在

公益路上的“校园明星”。
这一切离不开长沙医学院的培养

和教育。 学校把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作为学校发展的强大引擎， 充分调动
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实现“双一
流” 的办学目标。

从指导思想、 制度安排， 到工作
机制， 学校形成以党建创新“五项改
革” 为动力， 推动“五个创新”， 完善
党建工程工作的“五个机制”， 以实现
党建工作全覆盖。 该校还围绕全科医
学培养模式， 找好5个切入点， 实现培
养目标、 课程体系、 教学方式、 体制
机制、 毕业生与农村基层社区就业的

“五个对接”。
“长沙医学院作为一所民办高校，

能如此高度重视党建工作， 难能可贵，
值得推广！” 前不久， 中组部来湘考察
后， 对长沙医学院党建工作给予高度
评价。

“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 必然结
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多年来， 该校瞄
准农村办学育人， 引导毕业生踊跃下
基层。 根据调查显示， 长沙医学院全
科医学生毕业后主要分布在乡镇基层。
有近1.6万名毕业生选择到基层医院、
卫生院工作， 还有几百名毕业生去往
新疆、 青海等艰苦地区。

空军招飞在湘录取92名高中毕业生
录取数量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

扬飘飘党旗 铸精神灯塔
———长沙医学院党建工作纪实

� � � � 7月6日，彭林富和学生们一起排练舞蹈。 余蓉 摄

省委统战部机关干部
捐款11万余元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符谦） 今天上
午， 省委统战部举行“部机关抗洪救灾现场募捐活动” ,截至
发稿时， 共收到捐款人民币11.41万元， 后续捐款还在进行中。

募捐活动得到了省委统战部机关干部职工、 离退休老
同志的积极响应， 踊跃参与。 一些出差在外的干部职工，
或通过电话、 微信捐款， 或委托同事现场代捐， 真正体现
了统战人的责任和担当。 大家表示， 希望通过赈灾募捐活
动， 给受灾地区的人民带去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