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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604221
0 3160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67
718
6286

4
10
110

3028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426
75846

218
159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5月16日 第2018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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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1505 14 21 22 23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16日

第 2018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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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 1040 7914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74 173 220402

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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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吴海清

一位99岁的老人，早年丧夫，独自一人把3个小孩抚养长
大，却在19年前因病瘫痪在床。

一位62岁的孝子，19年来尽心照顾母亲。 别人问他苦不
苦，他说：“妈妈在，家就在。 照顾妈妈，天经地义。 ”

老人名叫彭日秀，孝子叫宋光明，双峰县梓门桥镇长来
村人。

“妈，有点烫，你慢点吃。 ”5月7日，记者见到宋光明时，他
正给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喂面条。“我妈一口牙都快掉光了，只
能吃些松软的饭食。 ”宋光明一边说，一边用毛巾细心地给母
亲擦嘴角流出的汤汁。 彭日秀见有客人来访，催儿子给客人
倒茶。 她口齿清楚、思路清晰、嗓音洪亮，根本看不出是99岁
的老人。

“没有宋光明，彭日秀肯定活不到现在，更不可能这么精
神、干净。 ”住在宋光明家隔壁，83岁的刘三秀告诉记者，这么
多年来，她就没听宋光明对自己母亲讲过一句重话。 母亲想
吃什么了，宁可自己不吃也要千方百计弄来，餐餐都是母亲
吃完了自己再吃，真是个大孝子。

宋光明的大姐宋平阳，说起弟弟照顾母亲的事来，更是几度
落泪：“这么多年，都是弟弟一个人照顾母亲。母亲因类风湿瘫痪
在床后，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小厕一次，晚上也是如此。 每次都是
弟弟抱着母亲去，他也因此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

抱母亲起床、上厕所，帮她洗脸、漱口，然后煮饭，再
给母亲喂饭、 按摩……19年来， 宋光明日复一日地尽心
照顾着母亲，别说外出打工，就连地里的活也只能选择
近点的地方跑着去干， 而且每次只能出去一个小时，因
为一个小时后母亲肯定会在家里喊着要上厕所了。

宋光明的孝心让长来村不少人感动，去年,他高票当选
为村里的“孝心典范”。 他的故事被村里的文艺队编成了小
品，不仅登上了村里的春晚，还在周边几个乡镇演出。

日子过得艰难，宋光明却很乐观、知足。 他说：“在政府的
帮助下，有低保，每个月有养老金，每年还有产业扶贫分红。
虽然钱还是不够花，但是好在妈妈健在、老婆贤惠、女儿孝
顺，还有这么多好心人关心自己，挺心满意足的了。 ”

老百姓的故事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邢玲 通
讯员 史晋 胡建根)“互联网能让创意尽
情驰骋。 我相信，作为创意产物的‘捣蛋
虾’，借助互联网一定会更红。 ”湖南湘域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廖娟， 在5月8日启
动的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南
县选拔赛上，带来了“南县小龙虾———捣
蛋虾队长”项目，希望借助“互联网+”，进
一步打响南县小龙虾品牌。

近年来，南县不断优化“互联网+”创

新创业环境和资源， 累计实现光网投资
5800万元， 农村4G覆盖率在90%以上，
县域居民互联网使用率在60%以上。 成
功创建了南县电商基地、 南县创业孵化
基地两个省级优秀创业示范基地， 吸引
80家企业落户， 并建设了相配套的创客
空间、创客培训学校和孵化载体。南县发
展农业“互联网+”创新试点企业8家，工
业“互联网+”创新企业5家。 专门成立了
为创业提供服务平台的南县湘域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至去年底，共开通132个村
级服务点，服务136家企业。近两年，该县
每年还为3000多人提供免费培训，为
500多名创业人士提供6000多万元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

在南县，“互联网+”这艘快艇载着
更多人奔向“创时代”。 目前，南县从事
“互联网+” 创新创业人员有5万多人，
创办电商企业210家， 提供就业岗位
5000多个。 70后苏建新创办湖南呈宝

龟类繁养有限公司， 养殖面积达340
亩，龟类品种37种，商品龟、龟苗年创
产值2000多万元。 公司拥有专业电商
销售团队，去年通过淘宝、1688等网络
平台销售观赏龟，线上交易额达638万
元。 今年，公司在微信上创建了“龟趣
园微商城”，依托稻龟蔬生态循环种养
示范基地， 建立稻龟蔬从田间到餐桌
全程可追溯体系，做强“绿色、健康、环
保”的“南县草龟”品牌。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张兴国 陈斌 单建华）“城建投负
责的现场勘察、 搬移方案完成， 可以销
号； 住建局负责的污水处理厂可行性研
究报告专家评审完成，可以销号……”近
日， 永州市零陵区黄田铺书香教育小镇
建设指挥部负责人在满墙手写调度台账
白板上，进行任务销号。

黄田铺书香教育小镇建设总投资约
40亿元， 建成后在校学生可达1.5万人。

目前，各项工程正在抓紧施工。
“工作台账关键是发现问题和督

促责任单位解决问题，按时间节点完
成工作任务。 ” 指挥部执行副指挥长
卿镇平指着满墙密密麻麻的“小板
书”介绍，项目每半个月调度一次，严
格实行“三大纪律”， 即不准拖延时
间、 不准只听汇报、 不准接受被调度
单位请吃等。

黄田铺书香教育小镇是零陵区项目

大提速的一个缩影。在零陵区，项目分解
成任务，任务分解成一项项工作，一项项
工作落实到责任单位和人， 白板黑字挂
图作战，通过“小板书”形式调度台账倒
逼工程进度，实现项目建设“换挡提速”。
这一做法在全区广泛推行， 逐渐形成了
项目建设“零陵模式”。

在零陵区河西萍阳南路潇水之畔，
总投资逾70亿元的零陵古城项目已进入
扫尾阶段，定于6月18日对外开放，力争

打造成湘桂粤旅游集散地。 而位于南津
渡大桥南侧的康济大道，总投资5500万
元，建成后道路将由29米拓宽至42米，彻
底打通零陵“南大门”。

“小板书”作用大。去年，零陵区开工
建设城镇提质项目123个，完成投资100
多亿元，是历年开工项目最多、投入资金
最大、覆盖面最广的一年。 今年1至4月，
仅区城建投就开工项目68个， 完成投资
21.7亿元，均超过了计划进度。

常德中学生法国获发明大奖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倪刚）“这次

国际比赛不是终点，而是我科技发明的新起点，我希望用好
的发明，创造出社会价值。”5月15日，常德市芷兰实验学校高
二学生李贻曦腼腆地说。在刚刚结束的法国巴黎国际发明展
览会上，他的发明作品“简易太阳能定量浇水器 ”获得金奖，
他是中国代表团唯一获得金奖的青少年。

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是国际四大发明展会之一，创办于
1902年，在世界享有盛名。该展会是四大展会中历史最长、影
响力最大、层次最丰富的发明竞赛，采取独立评审。参赛作品
必须是专利作品或已受理的专利作品。 今年，共有来自世界
各地的583项发明参与此次竞赛，中国发明协会组织企业、大
学、青少年共52个项目参加，湖南省选送的13项青少年发明
作品夺得1项金奖、2项银奖、8项铜奖。

李贻曦是一个“老发明”，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已获得3项
国家专利，其中还有一项是发明专利，已经受理的专利4项，
参加国际、国家、省、市各级各类比赛获奖20多次。 此次他的
发明设计巧妙，实用性强，融合了热胀冷缩、气压平衡和黑白
热量吸收等科学原理，解决了花卉的日常养护难题，实现了
花卉定量浇水。 此外，常德芷兰嘉树实验学校初三学生陶菁
发明的“快速升降温搅拌杯”获银奖；芷兰实验学校高一学生
聂剑闻的“手持式激光锡焊枪”获铜奖。

株洲将用智能红绿灯为交通疏堵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记者 戴鹏）现有交通信号灯，大多

按设定的时间变换，经常出现一个方向信号灯是绿色，但通
过的车辆稀少，而另一方向却排起长龙焦急等候。 为解决这
一状况，株洲市将于今年7月率先试行信号灯自适应控制，智
能调整信号灯，为交通疏堵。

5月16日， 株洲市交警支队科技所所长肖卫红向记者介绍，
信号灯这种“智能”转换，专业名称叫“信号灯自适应控制”，指在
灯控路口由电子警察和卡口进行车流量数据搜集， 再传输到系
统后台进行大数据分析， 最后将分析结果传输到设置在路口的
信号机形成指令，信号灯根据指令自行设置红绿灯时间，以达到
相关路口相互衔接、协调，最大限度优化道路交通。

目前，株洲市正在通过智能交通系统对信号灯自适应控
制进行试点，试点范围为城区神农城广场－黄河路－长江广
场－中心广场－红旗广场一线，道路里程近6公里，涉及10个
信号灯路口。 今年7月，将完成试点工作，并在较大范围试行
信号灯自适应控制。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李国栋）昨天，衡阳市首部反邪教
题材微电影《出口》出炉。该微电影讲述一
名参与邪教活动而获刑的受害者，出狱后
再度被邪教成员蛊惑、欺骗。 在其即将再
次误入歧途之时， 反邪教志愿者挺身而

出，通过一系列社会矫正行动，将受害者
从悬崖边缘拉回，从而改变了其个人和家
庭命运。

据悉，《出口》 由衡阳市委防范和
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策划 ，
由衡阳市美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创作并拍摄， 主要演员均来自社会各
界热心反邪教公益活动的志愿者。 该
微电影既揭露了邪教的危害， 又展现
了反邪教志愿者的精神风貌， 将通过
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平台播放，向观
众揭示邪教对社会、家庭的危害性，呼
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反邪教宣传 ，共
同提高广大群众识邪、防邪、拒邪的能
力。

�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颜
石敦 通讯员 代文军 赵一璐 ）5月
15日， 郴州市湘晨通航桂阳机场一
片欢腾， 湖南湘晨飞机工业有限公
司研发的XY-100自转旋翼机，顺利
通过民航中南局、 民航西南局专家
组审定试飞。

郴州是我省“通用航空”“通勤
航空”“通航小镇”试点市之一。近年
来，该市抢抓机遇，把通用航空产业
作为支柱产业来打造， 出台有关扶
持政策，加快发展通用航空产业。设
在郴州的湖南湘晨飞机工业有限公
司去年组织专业人才， 成功研制出
XY-100自转旋翼机等航空器。

XY-100自转旋翼机长5.1米、宽
1.85米、高2.7米，可乘坐2人，最大航程
500公里， 最大起飞重量450公斤，实
用升限3000米，最大巡航速度达每小
时165公里。 能在公路上及大多数空
旷地带安全起降，可用于农林植保、森
林消防、警务巡逻、飞行体验等。 这次
通过审定试飞后，该机将取得适航证，
可面向市场开展运营。

邓爹“砸场子”记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高宏凯

“邓爹好啊！ 还有‘场子’砸吗？ ”5月14日，沅
江市四季红村村民夏国强笑着向村里红白理事
会会长打招呼。 他口中的邓爹名叫邓建文，是沅
江市四季红镇四季红村退休村干部。

63岁的邓建文， 今年3月被推选为村红白理
事会会长后，他砸红白喜事“场子”就没停过。

“我少举几个拱门，少放几挂鞭子，你也交得
差了，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吧！ 您都几十岁了，这
么做升不了官、发不了财，管这闲事干嘛？ ”

3月23日， 四季红村的邓小明准备做36岁生
日，邓建文前来劝阻。 邓小明是专做办酒席食材
生意的，去年还建了个冷库。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 你就属于
这个不办的范畴。 ”邓建文不肯让步，指着墙上的
宣传标语说道。

为了更好地做通邓小明的工作，邓建文还找
来了四季红镇的干部给他说政策、讲道理。 大家
你一句我一句，邓小明终于招架不住，决定不办
了。

成为四季红村红白理事会会长后，邓建文一
刻也没有闲着，制定并通过了《四季红村村规民
约》，平日里通过散步时和人聊天、看气球拱门、
听烟花爆竹等方式来打听消息。

一开始，村民和家人对邓建文的工作都不理
解。认为他60多岁的人了，不在家里享福，非要管

“闲事”，人家办好事，你去“砸场子”，会得罪人。
但时间长了，大家开始认同他。

“前些天我父亲80岁生日，邓建文过来劝阻，
当时觉得他是多管闲事。 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人
情你来我往，几辈子都还不清，取消酒席，他心里
更踏实。 ”四季红村二组村民夏松柏说。

“刹人情歪风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不下点
功夫，这股歪风就难刹住。”邓建文说。现在，有人
戏谑邓建文，“准备‘砸场子’砸到什么时候？ ”邓
建文都会笑着摆手道，“快失业了，快失业了。 ”

“妈妈在，家就在”

自转旋翼机
成功试飞

木偶剧进校园
5月13日， 湖南省木偶

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在长
沙雅境中学举办“湖南杖头
木偶戏进校园” 专场演出活
动， 让大家近距离接触杖头
木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龙文泱

摄影报道

5万多人“触网”创业，创办电商企业210家

南县“互联网+”提速创新创业

区城建投今年头4月开工项目68个，完成投资21.7亿元

零陵区“小板书”倒逼项目大提速

衡阳：微电影反邪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