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子心无尽
此心悯世人

欧阳倩

“即便你的一生都将与药物为伴，但请相信，妈妈永
远都在你身边。”5月13日，长沙市芙蓉区火星街道举办母
亲节活动，居民齐庆对着16岁的儿子小灿（化名）深情地
说。

小灿双眼噙泪小声说道:“谢谢妈妈！ ”但他知道，一
句“谢谢”说不尽妈妈的辛苦，也道不尽对妈妈的感激。

2002年，不到1岁的小灿被确诊为“戌二酸尿症I型”
遗传代谢病。 医生告知， 小灿将永远不能独立站立和行
走。 不久，小灿的父亲选择了离家出走，生活的重担全压
在了齐庆身上。

每天早上6时多，齐庆给小灿做好早饭后，抱着几十
斤重的小灿下楼，推着轮椅送他去上学；中午一下班，齐
庆飞奔回家，热好饭菜、备好药物，送到学校；每天晚上，
齐庆还要花2个小时给小灿做康复训练。

现在，小灿虽无法独立行走，但能正常上课，心态开
朗阳光。“这么多年来，别人都说我是个伟大的母亲，但我
觉得我只是做了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 ”齐庆说

在邻居眼中，齐庆也是大家的“妈妈”。 街坊邻里有困难，
齐庆总是乐于搭把手。 尤其是对一些身体或心理障碍的小朋
友，齐庆更是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得知14岁的脑瘫儿童小美由
外婆照顾，齐庆经常带着小灿上门陪小美玩耍，现在小美看到
齐庆就会咧着嘴笑；社区残疾人士章先生每个月都需要去医
院做检查，齐庆就帮他联系雷锋车队免费接送他。

“对残疾家庭来说，专业的帮助和心理的疏导很重要。”为
此，齐庆通过自学考取了专业社工证。 凭借专业知识，齐庆参
加了多场社工活动。11岁的小高家庭富裕，经常拿父母金钱用
于和同学的攀比。 小高父母找齐庆求助。齐庆多次开导、耐心
劝说，在互动中引导、纠正小高的观念。“齐姐，你‘挽救’了小
高，对我们整个家庭都有恩。 ”小高的妈妈莫女士说。

尽管手头并不宽裕，但近3年来，齐庆每月都会资助
几十元钱给一残疾人助养项目。 她说，“是小灿让我更加
坚强，也因为小灿，我对其他残疾家庭更有同理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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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谭德伟）株
洲县朱亭镇65岁的老刘患有疝气病，本准备去大医院
治疗。 他没有想到的是，近日，株洲市三三一医院普外
科主任徐家朴、 麻醉科副主任蒋耀光等来到镇卫生
院，为他做了一台疝气手术。 原来，三三一医院与朱亭
镇卫生院组成了医疗联合体， 这大大方便了基层百
姓。

2010年，株洲市被定为全国首批17个公立医院改
革试点城市之一。 该市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大手笔投
入155亿元，大力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强化公立医
院基本建设，推出加强重点专科建设等举措。 去年，该
市医疗纠纷发生数比上年下降11.9%， 群众满意率由
86.38%上升到93.52%。

从2013年开始， 株洲市逐步建立起市、 区（县、
市）、街道（乡镇）、社区（村）4级医疗服务体系，重点支
持市级医疗中心（市中心医院）、4个区域医疗中心、21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41个社区卫生健康服务室标
准化建设，基本形成了步行15分钟健康服务圈。 同时，
全市组建各种形式医联体27个。

为切实解决群众看病贵问题，株洲市取消“以药

补医”。 2014年，该市所有公立医院在全省率先全面取
消药品加成和“以药补医”。 截至目前，全市公立医院
让利药费5.2亿元。同时，通过减少流通环节，公立医院
药品采购成本下降20%。

株洲市还特别重视加强临床医学重点专科建设。
2014年， 遴选首批5个专科作为财政专项扶持建设重
点专科，分别与北京、上海等地国内顶级医院建立长
期合作关系。 去年，又遴选5个第二批重点专科，与国
内顶级医院签订了合作协议。 目前，全市首批专科入
出院诊断符合率达95%以上， 市外转诊率下降30%左
右。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报，对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省（区、市）、市（州、盟）、县（市、区）
予以督查激励，株洲市名列其中，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
的地级市。

� � � �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陈昊 通讯员 陈生真
彭颖）当夜幕降临，吉首市峒河、万溶江两条沿河风光
带上，市民们三三两两走在慢行道上，两岸鸟语花香，
河中水清鱼跃。 城市各公园广场内，人们跳广场舞、打
苗鼓、放风筝，自得其乐。“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
抱森林”。 吉首市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市民收获
更多幸福感。

近年来，吉首市城市园林绿化实行“见地插绿”，
推进“景城融合”， 对州府新老城区绿化进行改造提
质，新增城市绿化面积790万平方米，城市绿化总面积
达到1275.9万平方米。 同时，抓好路边、河边、城边、村
边造林绿化，道路绿化普及率达95.82%。 城区绿化覆
盖率达41.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46平方米，已有
146家单位获评省、州、市园林式单位。

吉首市还提出“以山为骨、以水为魂、以绿为脉、以文
为蕴”的思路，高规格、高标准建设万溶江、峒河亮化、绿
化、净化与特色景观工程。 全长21公里的两条沿河风光
带，建有自行车道和游步道相组合的城市慢行系统，种植
景观植物60余种， 打造四季有景的园林和湿地景观走
廊。 同时，构建环城50万亩生态圈，重点建设城市周边红
枫森林公园、芙蓉岗森林公园等8大森林公园，以及城市
周边宜林地、河流两岸、水库周边、公路两边生态工程，形
成城市外围生态屏障。大力实施“美化、净化、亮化、畅化”
提升改造工程，建成30多个城市主题公园。

目前，吉首市林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78.8%，森林
覆盖率达74.06%。 天更蓝了，水更净了，去年该市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率居全省第一，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达
100%。

购物卡内多出2亿元
郑丽霞说：不是自己的一分也不要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王茜）今天下午，记者联
系到长沙市望城区高塘岭纬思幼儿园做保育老师的郑丽
霞，就在几天前，她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5月14日19时35分许，50岁的郑丽霞在长沙某大型
卖场购物，用购物卡付完款后，郑丽霞一看购物小票，她
惊呆了———卡上余额竟然高达2亿元。

这种购物卡是属于“自由卡”，也就是说，只要郑丽霞
不说，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但郑丽霞毫不犹豫。 第一时间向卖场如实反映了情
况，卖场的工作人员也惊呆了。在主动要求卖场给自己的
购物卡办理临时冻结后，郑丽霞回到家中。

2亿元， 足可以使郑丽霞成为这家卖场最大的股东。
虽然月收入才2000元，只能满足基本生活，但面对飞来
横财，郑丽霞说：不是自己的一分也不要。

15日中午，郑丽霞来到卖场办理退款手续，一进去，
早已有工作人员列队等候和欢迎她， 其中一名管理人员
热情“致辞”：“热烈欢迎本购物中心目前最大的股东莅临
现场指导工作！ ”

当工作人员得知郑丽霞来自隆回一个名叫“山里红”
的偏远山村时，卖场里立刻响起了《山里红》的歌曲，一名
工作人员拉着她的手说：“大姐，我原来不知道‘山里红’
是什么样子，原来就是你的模样！ ”

离开时，郑丽霞谢绝了卖场赠送的丰厚礼物。

� � � �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张颐佳）昨天上午，长
沙市开福区欧波广场上锣鼓喧天。中国好人、全国志
愿助残阳光使者杨德才与100多位残疾人一道， 用嘹
亮的歌声、喜庆的舞蹈歌颂美好新时代。

参演人员虽都是残疾人，但他们衣着鲜艳，精神
饱满。杨德才说，是党和政府的温暖让残疾人的生活
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希望通过自己和身边残疾人朋

友的奋斗和努力，回报大家、回馈社会。
活动现场，杨德才为社区的残疾人、低保困难群体等

赠送了爱心保健卡500张，折合人民币价值8万元。据了解，
杨德才失明21年来，已经累计免费培训残疾人就业409人，
为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送保健39000多小时，参加励志事
迹报告会和大型义演100多场。如今他身患冠心病、脑梗阻
等多种疾病，但他扶残助人的脚步从未停歇过。

带着母亲去扶贫
———记中方县林业局驻黑禾田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肖洪斌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苏知花 向湘龙

5月19日清晨，雨后云雾缭绕的山谷中，中方县新建镇
黑禾田村杨龙田家，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肖洪斌正在洗母
亲和自己的衣服。

晾好衣服，不到7时，肖洪斌走进村部办公室整理资料。
“肖队长，你妈醒了。”屋外传来呼唤声，肖洪斌放下资

料，快步回到杨龙田家，打洗脸水，照顾母亲起床。
看着儿子在身边，84岁的母亲米园婆像小孩一样开心

地笑了。
只要儿子在身边，米园婆就格外安心。否则，她就会变

得焦躁，爱发脾气。
去年初， 在中方县林业局中心苗圃工作的肖洪斌被派

往黑禾田村任扶贫工作队队长，兼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在
妻子支持和组织关心下，肖洪斌将母亲接到村里照顾。白天
搞扶贫工作，工作之余陪母亲说说话、照顾老人起居。妻子
则在家照看上高中的孩子。

“既是驻村，肯定要把心驻下来。母亲身体不好，能在身
边照顾她，她舒心，自己也安心。”肖洪斌说，没有后顾之忧，
工作劲头更足了。

米园婆平时到附近走走， 与村民交谈时说：“我儿到哪
坨（哪里），我就到哪坨。我儿好呢！”

驻村一年多，肖洪斌黑瘦了不少。村干部说，那是累的。
刚到村里那会儿，肖洪斌一户一户现场看，一家一家细

心问，最终确定建档立卡贫困户41户158人。
“对人热心、工作热情、孝顺老人，好！”说起肖洪斌，村

民杨龙林竖起大拇指。
黑禾田村4组有几兄弟为赡养老人心生嫌隙，看到肖洪斌

对母亲的态度后很羞愧，兄弟间消除隔阂，尽心孝敬老人。
天气晴好的傍晚，肖洪斌会搀扶着母亲，在乡间小道上

散步，两人有说有笑。这场景感动着村民，如今，孝敬老人在
黑禾田村蔚然成风。

这天早饭过后，肖洪斌交代母亲一番后出了门。
一路上，他对村民屋前屋后、村道边种植的花草苗木进

行仔细检查。学过园林绿化专业的肖洪斌负责黑禾田村“美
丽乡村”总体建设。

在村道边， 正在种菜的村民张满妹热情跟肖洪斌打招
呼。对这个扶贫队长，张满妹满心感激。

以前张满妹种蔬菜，因技术不过关亏了本。肖洪斌了解
情况后，联系专家来给村民传授蔬菜种植知识。在专家指导
下，张满妹扭亏为盈。

为帮助更多乡亲发展产业致富， 肖洪斌还联系了一家
蔬菜公司，来村里租地350余亩，带动贫困户种香葱、韭菜、
鱼腥草，并解决贫困村民就业16人。

一年多来，黑禾田村发生着实实在在的变化，新建了功
能齐全的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制定了为民办事全程代理制
度，村里环境也变得整洁美丽。

吃过中饭，肖洪斌又奔2组而去。“昨晚大雨，一户农家
的苗木被冲了，我得去看看。”他边走边说，步履匆匆……

邵阳创办“六大微课堂”
力促十九大精神
“扎根”基层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马永忠
曾建斌）5月14日上午，邵阳市委宣讲小分队走进该市北塔
区茶元头街道兴隆社区，为党员群众进行微宣讲。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林少林以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故事”阐明改革开
放“大道理”，群众学得认真、记得清楚。

今年1月以来，邵阳市在组织市、县两级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团集中宣讲的基础上，创办“六大微课堂”，即农家微
课堂、车间微课堂、党日微课堂、班级微课堂、小区微课堂、
空中微课堂，力促十九大精神“扎根”基层。市主要领导带头
宣讲，市委常委会成员先后到基层宣讲200余场次。 市里组
织2000余名党员干部和200余名社科理论专家、 优秀文艺
工作者，深入基层宣讲，并要求市、县两级直属单位党组织
负责人到对口联系帮扶的扶贫村、社区、企业各作一场以上
宣讲。

邵阳市“微课堂”结合基层群众实际需要，精选内容，力
求以浅显易懂的语言，讲透党的创新理论、讲活党的政策。
农家微课堂内容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战略、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为主， 车间微课堂内容以贯彻发展新
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为主， 其他微课堂也各有侧
重、内容鲜活。 各“微课堂”还将宣讲融入相关部门工作，帮
助群众解决具体问题1200多个。

百亿余元造“健康之城”
获国务院通报表扬

株洲

“见地插绿”建森林城市
森林覆盖率达74.06%，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1.5%

吉首老百姓的故事

� � � � 5月20日，湘潭市雨湖区万楼景区，新娘们在抛绣球。当天，该市22
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用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倡导婚事新办、婚事
简办。 方阳 摄

集体婚礼倡新风

感恩生活，歌舞新时代
中国好人杨德才捐赠500张保健卡助残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 月 20 日

第 2018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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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8 1040 1734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425 173 419525

6 1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5月20日 第2018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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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4492123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19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219690
5 12938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86
82648

1554204
7944600

57
2940
57255
284295

3000
200
10
5

1315 19 20 3017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57 9 4 0 0 1 9 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5 1000000.0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33 4 1 4
排列 5 18133 4 1 4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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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2262532

20名贫困群众免费接受手术
娄底牵手湘雅名医义诊助贫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周俊 刘芾 鄢婷）5月20日，娄底
市第一人民医院人潮涌动， 该院牵手湘雅骨科名医义诊扶
贫，共为600余名贫困群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同时，还将
为20名严重髋（膝）关节贫困患者实施免费人工关节置换，
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

得知湘雅专家来娄底免费看病， 上千名贫困患者早早
预约， 慕名而来。 贫困户戴志安第一个享受全免手术和治
疗。 6年前，她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孙子又是先天性脑瘫，
全家生活拮据，一直没钱进行手术。她高兴地说：“没想到还
有机会进行手术，不仅免去了3万多块钱治疗费，恢复后，还
能将子女解放出来去务工赚钱。 ”

贫困户张仲华患关节病12年， 近年来更是疼得走不了
路。由于居住偏远、经济困难，一直没能治疗。他坐上了卫计
部门的医疗专车，成为了第一批受益者。关节外科博士谢杰
表示：“根据活动计划，张大爷可申请免费手术，经核实后，
不仅看病不要钱，后期治疗也将全部免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