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螺湾观鸟
9月10日， 常德市

沾天湖螺湾观鸟湿地公
园， 斑嘴鸭在水中嬉戏。
螺湾观鸟项目位于沾天
湖的蚂蟥溶片区， 是蚂
蟥溶片区退田还湖后保
留的一处生态湿地公园。
公园内搭配种植陆生植
物40余种、 水生植物20
余种， 修建浮桥、 鸟类
博物馆、 观鸟台等多个
景点。 目前， 部分候鸟
陆续向南迁徙， 该公园
进入观鸟季。 刘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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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一纸公文全
县阅， 移风易俗民欢悦。 厚养薄葬哀痛
节。 新风立，小康路上超前越。 ”9月10
日， 华容县三封寺镇居民宋松泉耳闻目
睹移风易俗带来的新变化， 欣然赋词颂
新风。

华容民间素来重“礼尚往来”，形成
“人情债”的恶性循环，群众不堪重负。今
年1月，华容县纪委通过充分调研，针对

国家公职人员、党员、村 (社区 )工作人
员，出台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
办”的3项规定。婚丧事宜从简办理，规定
亲戚以外的宴席不超过6桌，每桌总价控
制在300元以内。 该县将治理陋习工作
与党建、新农村建设、文明创建、扶贫攻
坚、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相结合，整体推
进，倡导举办简约的集体婚礼，倡导用鲜
花代替花圈吊唁， 倡导农村建立集中安
葬公益墓地等文明新风。 该县创作一批

花鼓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巡
回演出倡导新风尚。

华容县抓住党员干部这一关键少
数，打响破除婚丧陋习的前哨战。 全县3
万多名党员干部签订承诺书， 严格依纪
依规操办婚丧事宜。 县纪委严查严管顶
风违纪人员，目前已查处15起党员干部
违规操办案，12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相
关单位负责人被问责。

狠刹人情风，难点在群众。 该县238

个村全都制订专门的《村规民约》，明确
“办酒”范畴，界定办酒条件和程序，明确
违禁办酒的处罚， 并由村红白理事会监
督执行。

据该县“治婚丧陋习、刹人情歪风”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 截至8
月底， 全县14个乡镇劝退违规办理酒宴
3183例，劝退违规吃酒47290人次。 初步
测算，通过狠刹违规“办酒”，为老百姓节
约开支约200万元，群众满意率达100%。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石科圣 )最近，益阳市桃江县道路
运输管理所对两台一年内违法超限运输
超过3次的货运车，依法吊销了其道路运
输证； 对一家擅自改装货运机动车辆且
多次整改不到位的汽修厂， 依法吊销其
经营许可证；对李某等39名超限超载运
输从业人员的资格证进行了记分登记，
并纳入诚信考核。

今年，益阳市采取多项举措，加强道
路运输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简称“治超”)。
从3月至8月， 全市共查处超限超载车辆

2851台，卸载超限超载货物2.2万多吨，强
制恢复改(拼)装车辆518台，取缔非法改
(拼)装窝点3处，打击暴力抗法事件18起，
刑事拘留4人，治安拘留21人。

为打赢治超攻坚战， 益阳市从今年3
月起，开展治超“春雷行动”，加强路面执
法和源头监管。在对辖区货运驾驶人和汽
车维修站点严格监管的基础上，与全市94
家货运源头单位签订了合法装载责任状，
建立了驻守、巡查制度和货物进出场登记
台账。 目前， 全市设立了9个固定治超站
点、12个流动治超点， 织密治超网络。 同

时，公安和公路部门联合执法，在赫山、资
阳和高新区，分别成立治超战区，对相关
民警实行执法授权，并聘请46名路政执法
人员为警务辅助人员，较好解决了执法人
员不固定、警力不足等难题。

同时，益阳市严格执行“一超四究”
制度，即出现超限超载时，追究运输
车辆、驾驶人、车主、货物装载源头
单位责任， 以增大超限超载运输违
法成本。 各级治超办及时将有关信
息抄告交警、 道路运管等职能部门
和货物装载源头企业所在乡镇（街

道)政府，对相应违法行为实施处罚和责
任追究。 此外，还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查
处非法在车厢上焊增立柱、 加插高边的
货运车辆和农用“马槽车”，并打击非法
“货运联盟”。今年来，已查处“货运联盟”
违法车辆39台。

治婚丧陋习 刹人情歪风

华容狠刹城乡违规“办酒”

开展“春雷行动” 实行“一超四究”

益阳多管齐下铁腕“治超”
岳阳打响交通安保

“四大攻坚战”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12.15万起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潘胜亮）9月
12日晚，岳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君山大队开展交通秩序路面
大防控时，现场抓获醉驾3人，随即快速处置，并通过媒体曝
光，有效震慑了交通违法行为。8月以来，该市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12.15万起，行政拘留84人，危险驾驶、交通肇事刑事立案
35人。

入秋以来， 岳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打响隐患大歼灭、路
面大防控等“四大攻坚战”。 交警支队机关民警全员上路执
勤，加大路面秩序管控力度。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拳出
击酒驾、醉驾、毒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运用缉查布控系统
精确打击违法车辆997台次，查获嫌疑车辆451台次、处罚222
台次。紧盯客运车、危化品运输车、校车等重点车辆，排查出
101台逾期未检验、2台逾期未报废和174台交通违法未处理
重点车辆，全部下发至辖区大队督办，并抄告市交通运输局、
市安监局，通过微博平台进行曝光，督促企业及时整改。

与时间赛跑，
永州民警救下轻生女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谭文）今天，
被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区分局梅湾派出所民警救下的唐某，
因抢救及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9月12日凌晨1时，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区分局梅湾派出
所接到一名重庆女子报警：她有一名在冷水滩区的微信好友
唐某，刚才与她聊天时说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轻生。此后，唐某
的电话联系不上。情急之下，她请求警方救援。

人命关天。梅湾派出所民警立即与时间赛跑，展开调查。
1时20分，民警根据报警人提供的唐某的名字及电话号码，排
查出一名信息较为吻合的24岁女子，但家庭住址显示为离城
区较远的乡镇。

于是， 民警立即通过户籍信息查找其家人。1时30分，民
警联系上唐某的父亲。

1时50分，民警与唐某的父母赶到唐某居住的小区，打开
大门，发现唐某因服用过量安眠药，已经昏迷，倒在地上。民
警迅速把唐某送到医院抢救。经查，唐某因生活压力大，当晚
服用大量安眠药，所幸民警及时赶到。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嫣婷

“妈， 再过两天我就可以出院
了， 等您恢复好了， 我们就接您回
家。” 9月13日上午， 在娄底市第一人
民医院烧伤整形科重症监护病房里，
颜文武看着日渐好转的母亲， 高兴地
说道。

就在5天前， 一场孝子“割皮救
母” 的感人故事曾在这里上演。 原
来， 4个月前， 家住涟源市桥头河镇
穆家村的张先梅因家里发生火灾被重
度烧伤， 被送到娄底市第一人民医院
后， 经初步检查， 其面颈部、 四肢、
躯干大部分Ⅲ度烧伤， 烧伤面积达
85%， 生命垂危。 娄底市第一人民医
院以先行垫付手术费的方式对张先梅
进行积极治疗， 在经过17次手术后，

65岁的张先梅病情逐渐被控制。 可后
期治疗要想彻底封闭张先梅的残余创
面， 需要进行取皮移植， 而最好是能
从直系亲属身上取皮。

当医院9月4日找到张先梅的儿子
颜文武进行沟通时， 36岁的颜文武当
即表示愿意割皮救母。 可张先梅得知
儿子要割皮救她后， 死活不同意， 说
宁愿放弃治疗。 张先梅育有一儿一
女， 女儿因患癫痫， 经常发病， 儿子
颜文武不仅是她全部的希望， 更是家
里的顶梁柱。

“妈妈， 我是您身上掉下来的一
块肉， 救您是我应该做的， 而且我相
信医院一定能帮助我们尽快恢复健康
的。” 在儿子几经劝说下， 母亲最终
同意接受植皮手术。

9月8日， 母子俩的手术由娄底市

第一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负责， 手术
分两室同时进行。 一组于患者儿子颜
文武左大腿上切取刃中厚皮肤， 面积
约为全身皮肤面积的2%， 制成邮票状
皮片， 供皮区妥善包扎固定； 一组进
行患者残余创面清创， 然后取其儿子
的已制备皮片与患者自身皮片混合移
植于患者四肢及躯干后侧的清创面，
包扎固定。 整个手术历时2个小时，
过程进展顺利。 目前， 两人术后恢复
情况良好。

“后天出院， 我就得先回深圳去
了， 耽误了好多工， 母亲只能先暂时
由家人照顾着。” 颜文武告诉记者，
由于母亲前期治疗和后期恢复费用
高， 现在已经欠了不少钱了， 他希望
好心人能帮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 自
己也得赶紧回去工作， 多赚些钱。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志强

每天从清晨6点开始， 胡淑清便
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清洗、喂水、做
饭、喂饭、倒屎倒尿、按摩……繁杂又
有条不紊。 9月12日，记者在资兴市农
机局家属区，见到胡淑清照顾植物人
丈夫王智标细致入微这样的日子，她
已坚守了10个春秋。

胡淑清今年60岁， 看上去很清
瘦。 32年前， 胡淑清与同学王智标
喜结连理， 夫妻两人互敬互爱， 爱
情的结晶接踵而至， 生下两个儿
子。 丈夫王智标后来凭自己的努
力， 被聘为资兴市农机局员工， 这
个4口之家生活虽不富裕， 但日子
过得也算充实。

“2007年5月，丈夫王智标在家
突发脑梗倒地不起， 从此成了植物
人。 ”胡淑清说丈夫原来是生龙活虎

的精壮汉子，一下子成了植物人，让
她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接受。 然而生
活还得继续，孩子需要她的呵护，不
省人事的丈夫更离不开她的悉心照
料。 擦干眼泪，挺直腰杆，胡淑清毅
然担负起照顾丈夫和两个孩子的家
庭重任。

胡淑清给丈夫喂饭时，时不时会
帮着把菜咀嚼一下，再用勺子放进王
智标嘴里。 她说：“丈夫吃的东西要烂
一点，否则他吞不下；还得经常变换口
味，否则不好吃也会吐出来。 ”丈夫长
期卧床容易生痰，胡淑清就时不时用
手指伸进丈夫口腔，进行清痰；久卧还
容易引起背部血流不畅、生褥疮，胡淑
清每隔一两个小时就给丈夫翻身，同
时还会帮他拍背，一个晚上要进行两
三次。

胡淑清给丈夫按摩时， 会先跟
他聊天，告诉他要做什么，像哄孩子

一样哄着丈夫。“我丈夫虽没办法开
口说话， 但我还是坚持用语言跟他
交流，时间久了，丈夫慢慢变得很配
合。 ”胡淑清说，丈夫喜欢听她唱歌，
她没事也喜欢给丈夫唱唱。

这些年来， 胡淑清通过各种途
径，查阅了大量关于植物人的营养、
护理、康复等资料。 没有任何医学基
础的她， 也慢慢地总结出了一套护
理经验。 现在，哪怕丈夫一个细微的
眼神变化， 胡淑清都能看出他的身
体不适。 丈夫虽然长年坐卧、大小便
失禁，但是在胡淑清的细心呵护下，
全身没有一丝异味， 也从没发生过
一次褥疮。

十年如一日，胡淑清像照顾婴儿
一样地悉心照顾着丈夫，用爱和鼓励
温暖着丈夫。 她说只要自己还做得
动，就会继续把丈夫照顾好，永不放
弃。

长沙举行
“保护地球 我爱我家”论坛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陶芳芳 张艺）外出购物使用布袋，
洗手水量不要开太大，离开房间一定要关灯……为倡导全民
参与环保公益志愿服务，今天上午，借助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刘培友工作室“580”平台，长沙市举行“保护地球 我爱我
家”培友工作室论坛。 与会党员、志愿者、青少年代表在长沙
白沙古井旁展开讨论。

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爱护地球、爱护家园逐步成为
了人们的行为观念。 这次论坛期间，与会人员对白沙古井周
边绿化带进行了清洁志愿服务，并各自认领了一棵树，负责
其日常护理。

活动由长沙市文明办、天心区文明委主办，天心区城南
路街道熙台岭社区党总支等承办。 今年来，熙台岭社区依托
刘培友工作室等搭建“帮”平台，打造岭上人家“580”（我帮
您）特色志愿服务品牌，建设和谐家园。

张家界
设擂“斗舞”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廖声田 宁奎）9
月12日，2017张家界原创广场舞大赛总决
赛开赛， 从复赛中突围而出的12支队伍同
台竞技，角逐全市原创广场舞“舞王”。

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将阳戏、花灯、
红色文化等融入现代广场舞，整齐的动作、
动感的旋律、飘逸的舞步，舞出了广大群众
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现场高潮迭起。

该项赛事于今年4月启动，72支分别由
农民、市民、学生、机关干部、老师等组成的
代表队踊跃参赛，为现场、网络观众带来一
场场精彩的原创广场舞。 赛事期间， 共有
20多万群众现场观看，网络点击量突破百
万次， 在张家界掀起了全民大跳广场舞的
热潮。

醴陵纪念“衣原体之父”
汤飞凡诞辰120周年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黎波）9月13
日，是世界“衣原体之父”、著名微生物学家汤飞凡诞辰120周
年纪念日。12日至13日，醴陵市委、市政府举办“铭记汤飞凡”
主题纪念活动。省卫计委、中南大学及其所属单位、北京生物
制品研究所、湘雅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负责人和专家教授，以及
汤飞凡亲属和社会各界代表，纷纷前来缅怀汤飞凡。

汤飞凡，1897年出生于今醴陵市神福港镇汤家坪村，是
我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他研发出了我国自己的狂犬疫苗、
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斑疹伤寒疫苗，并指导生产出
中国自己的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 新中国成立后， 成功遏制
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研制出中国的黄热病疫苗。1961年，
采用其研究方法，我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

这次活动中，湘雅医院专家在醴陵市中医院开展“湘雅乡
情·专家醴陵行”大型扶贫义诊活动。同时，举办了汤飞凡生平
事迹陈列展、书画作品展、“铭记汤飞凡”系列丛书与陶瓷纪念
作品发布会等。

新闻集装

“我是您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救您是我应该做的”———

孝顺儿子“割皮救母”

丈夫10年植物人，妻子感情不褪色老百姓的故事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360272
1 1029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16
1018
9744

21
45
351

742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482
90620

461
2464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9月13日 第2017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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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0408 12 13 19 21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9月 13日

第 2017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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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1040 642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057 173 18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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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山港扩容提质
化解“大班额”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通讯员 张正
吾 丁莉 ） “我儿子的班上以前有90多
人， 现在搬进新学校就读， 班上只有54
人了。” 9月12日下午， 来到桃江县灰山
港镇紫荆花小学接儿子回家的张先生高
兴地说。

近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 灰山港镇
创业务工人员子女到镇区学校就读的逐
渐增多， 学校“大班额” 问题十分突出。
为此， 该镇专题研究， 编制了破解“大
班额” 专项规划与实施方案。 2015年10
月， 镇政府争取项目资金3500万元， 在
镇区新建一所高标准示范小学———紫荆
花小学， 新增学位1900多个； 同时， 投
资1000多万元对原有中小学、 幼儿园进
行提质改造升级， 新增学位3900多个，

“大班额” 问题得到有效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