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谢璐）12月4日， 双峰县三塘铺
镇相思村村民胡小霞一边对着自评表，
一边算自家的收入： 年初购买了2头安
格斯牛，拿到3600元补贴；通过技术培
训，学会了摩托修理；加上残疾人补贴、
教育资助、 健康扶贫等多项扶贫政策，
以及村里合作社的2750元分红，今年全
家总收入达3.7万元， 生产经营性支出

1.6万元。算完账，胡小霞高兴地说：“算
起来，我们全家4口人，今年人均纯收入
有5000多元，确实真的脱了贫。现在牛
生了牛崽子， 明年我要发狠努力奔小
康。”

双峰是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计划2018年整体摘帽。 截至目前还有
18146户、57818人未脱贫， 今年底拟脱
贫56个贫困村、20817人。为把好脱贫退

出关，该县严格坚持贫困户脱贫、贫困村
退出的标准和程序，制作《2017年贫困
户脱贫退出指标对照自评表》，帮助贫困
户明明白白算好收入账。

不仅如此，该县还因人施策出台了
脱贫对象后续帮扶计划， 继续大力发
展蛋白桑、红心脐橙、无花果、花卉、大
棚蔬菜的种植和安格斯牛、 生猪等养
殖， 确保贫困户脱贫后能够持续稳定
增收、致富。

“双峰县将严格按照贫困人口、贫困
村退出的各项要求，入门入户，即使慢一
点脱贫， 也决不搞数字脱贫和假脱贫。”
双峰县委副书记、县长彭石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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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
入画来

12月4日， 游客在宁远县
湾井镇周家坝村游览。近年来，
宁远县着力打造一村一景、人
文独特、别具魅力的美丽乡村。
目前全县已建和在建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7个，市级示范村9
个，县级示范村20个，一大批
旧村落变成了美丽宜居的幸福
家园。 乐水旺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徐兆鸿 王颖 叶琳

“吴英，你的肾功能恢复良好，再过两天，就可以转到普通
病房了。” 12月4日下午， 益阳市中心医院领导特地来到重症
监护室，给做完肾移植手术的吴英带来这一好消息。吴英泪光
点点，说：“等我身体养好了，就去找工作，尽自己的能力去帮
助别人、回报社会，爸爸在天上知道了也会高兴的。”

吴英是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人。5年前，26岁的她被查
出患尿毒症，让父亲吴白军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吴白军早
年丧妻，一个人好不容易拉扯大两个女儿，眼看着就要过上
好日子，却不料突来横祸。他暗暗发誓，不管付出多大的代
价，都得让孩子好好活下来。

于是，年过半百的吴白军天天风里来、雨里去，开着摩的
到处拉客至凌晨，为的只是多赚一点钱给女儿换肾。可身体毕
竟不是铁打的，今年3月以来，吴白军总感觉心脏不舒服，在医
院检查后做了心脏瓣膜置换手术。术后，医生叮嘱他多休息，
必须半个月复查一次。可吴白军闲不下来，也舍不得再多花钱
去复查———女儿每个月透析都要2000多元，他不肯再在自己
身上多花一分钱。 老天却没有让这位操劳了大半辈子的父亲
如愿。6月10日，56岁的吴白军突发脑溢血，再也没能醒来。

“爸爸愿意救我，也一定愿意救别人。”吴英想到父亲生
前一直想捐一个肾给自己，无奈配型失败而作罢。强忍着丧
父之痛，她与妹妹吴辉商量，为父亲完成捐献遗愿。“看到姐
姐被病痛折磨，我知道其他患者也一样。捐了吧，这也是让
爸爸生命延续的一种方式。”妹妹和姐姐达成一致，捐献出
父亲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给3个家庭带去重生的希望。

“器官捐献配型成功，你明天可以做肾移植手术了。”11
月30日下午，吴英接到益阳市中心医院电话，激动得一夜未
眠。因为父亲捐献了器官，需要器官移植的吴英获得了合理
优先权。 经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自动排
名，吴英获得了这次移植机会。

12月1日9时， 吴英在父亲捐出身体器官的那间手术室
里，接受了肾移植手术。14时，从麻醉中醒来的吴英再次湿
了眼眶。父亲的大爱，经人传递，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被病痛
折磨了多年的她，将迎来崭新的生活。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陈文美）通过虚开药品、制作假
病历等方法增加病人消费金额， 然后去
医保中心报销。 长沙普济医院犯罪嫌疑
人林某耀、林某雄2013年至2015年期间
共骗取国家医保基金近900万元。 日前，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
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据悉，该案
是湖南省首例诈骗国家医保基金案。

林某耀，男，45岁，福建莆田人，2013
年5月担任长沙普济医院总经理。 林某
雄，男，31岁，福建莆田人，2014年初担任
长沙普济医院后勤部部长， 负责药品采
购等。

2011年3月， 林某耀等5人共同出资
在雨花区成立长沙普济医院。2011年10
月， 长沙普济医院与长沙市医疗保险服
务中心签订相关服务协议， 成为长沙城
区基本医疗保险和全省异地转诊参保患
者的定点民营医院。

为获取非法利益， 林某耀要求临床
医生针对病人制作两套处方， 一套用于
报销医保，一套用于实际治疗。医保报销
的处方用药远远大于实际治疗处方用
药，达到骗取国家医保基金的目的。

2016年， 审计署驻长沙特派办对湖
南省医疗保险基金进行审计。 长沙普济
医院在接受审计时， 林某耀指使林某雄
销毁证据，伪造药品采购单据。经审计发
现， 普济医院涉嫌通过虚开药品骗取医
保基金898.39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周吉锋 王庚娣

10余年如一日， 悉心照顾公公。永
州市冷水滩区花桥街镇秀井头村妇女周
顺英，悉心赡养亡夫父亲的故事，在当地
传为佳话。

11月26日，阳光明媚，记者见到周
顺英时，她正在为公公洗衣服、晒被褥。

村民告诉记者， 周顺英这样悉心照
顾老人，已坚持了10多个春夏秋冬。

13年前，突如其来的病魔夺走了周
顺英丈夫的生命， 也夺走了这个家的顶

梁柱。丈夫没有兄弟姐妹，他离去后，给
周顺英留下一个正在上高中的女儿，还
有年迈的父亲刘佳友。

为了让公公刘佳友走出老年丧子之
痛， 周顺英对公公说：“我会把您当亲生
父亲一样照顾，为您养老送终。”为了扛
起这个家，周顺英天天早出晚归，在田间
地头埋头干活。 由于家里开支大、 收入
少，一年到底，累死累活依然十分困难。
好心的邻居劝她找一个对象， 和她一起
挑起这个家的重担。一年后，经村里人介
绍， 她嫁给了愿意和她一起挑起这个重
担的陈良桂。

周顺英和陈良桂一起挑起了两个
家庭的重担。周顺英身体不好，先后做
过两次手术，之后，只能在家做点家务
活，喂点鸡鸭，家庭收入全靠丈夫种田
和打零工。

刘佳友已有90岁高龄， 年纪大了，
耳朵听不见，腿脚也不大方便，心脏也
不好，还患有肾囊肿。周顺英再婚后的
家，离老人住地有三四公里，她每天都
来回跑。

周顺英与村民聊天时， 常常说：“现
在我就是他的女儿， 照顾他老人家是应
该的，人老了总要有亲人照顾。”

10多年4000多天，周顺英来来回回跑
了4万多公里。周顺英给公公送菜、送米、送
饭、送衣服，打扫卫生，照顾老人一日三餐。
她真诚侍奉老人，从没叫过一声苦，也没说
过一声累。邻居们看在眼里，都对她竖起大
拇指。

“她为人处世蛮热心，邻居关系也处理
得蛮好。她像照顾亲爹一样，照顾公公10
多年，值得我们学习。”村妇女主任李雪梅
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为我们所传
递的是尊老、爱老、敬老、助老的好品德和
正能量。周顺英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农
村妇女博爱、仁慈、善良的美丽形象。

算好收入账 当好明白人

双峰把好脱贫退出关

半年前，父亲脑死亡捐肝肾续三命；半年
后，女儿接受他人捐献成功换肾———

大爱轮回

诈骗国家医保基金
两名犯罪嫌疑人被雨花区检察院批捕

10余年，她跑了4万多公里———

出嫁媳慈心孝顺老公公
老百姓的故事

下期奖池：4275347171.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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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1 0 9 8
排列 5 17331 0 9 8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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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2 01 05 16 19 28 02+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10000000 10000000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