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记者 徐典波）河水都是从上往
下流，但今年4月以来，平江县大洲乡大洲村昌江河段居然出
现了逆流现象，这让当地居民感到恐慌。近日，岳阳市水文局
联合气象部门对相关河段进行科学考察， 为大家揭开了谜
底：逆流现象是水流过程中能量转换的自然现象，不必恐慌。

近段时间，大洲乡大洲村村民惊恐发现，家门口的河
水居然出现逆流，一时流言四起。 得知消息，大洲乡政府
联系岳阳市水文局。 5月下旬，岳阳市水文局联合气象部
门，对事发河段进行科学考察。考察中运用了无人机搭载
手持电波流速仪、无人机牵引ADCP（声学多普勒流速剖
面仪）、无人机航拍等高科技手段，对近100米河段进行查
勘、测量，获得了水下地形、流速、流量等资料。

5月29日，考察结果出炉，昌江大洲村河段出现逆流可
能为水跃现象。 即因上游电站放水或发生小幅洪水时，上游
来水流经回流河段，受到下游弯道卡口及水流顶托等共同作
用，发生水跃，出现类似逆流现象。

对于发生逆流的原因， 岳阳市水文局副局长王琪分析，
今年4月，河水渐涨，因为河段中间地势比下游高出0.5米，造
成一定高低差，构成发生逆流现象的条件。

� � �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记者 王
茜）5月29日，贵州和重庆景区2018
湖南巡回推介会在长沙举行。 这是
湖南首次举办两省品质景区联合
推荐会，为湖南旅游界带来新的产
品组合，给湖南人民提供了更多的
出行选择。湖南首趟空调旅游专列，
高铁产品是这次产品组合的亮点。

本次推介会到会景区有贵州
铜仁锦江投资集团旗下九龙洞温
泉、百花渡、雪乡童话世界、船说
碧江、 傩神闹灯、 大明边城等景
区，铜仁亚木沟景区，遵义海龙屯
世界文化遗产景区， 镇远古城景
区下属镇远古城、 舞阳河、 青龙
洞、铁溪、高过河、石屏山、古城水
上夜游船、《古韵镇远》演出等，贵

州施秉世界自然遗产云台山景
区、杉木河景区，凯里下司古镇景
区， 凯里银秀表演， 西江千户苗
寨，安顺龙宫景区，贞丰双乳峰景
区，百里杜鹃景区下属彝山花谷、
奢香军营山地公园。

重庆武隆喀斯特旅游集团下属
景区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天生三桥、
仙女山、龙水峡地缝、芙蓉洞、芙蓉
江、印象武隆等景区 ，彭水九黎旅游
集团下属蚩尤九黎城国家4A级景
区、摩围山国家4A级景区等景区；两
个世界遗产，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推介会上，多个著名风景区以
图片展示和讲解等形式， 生动呈现
出贵州的少数民族风情和自然山水
及重庆的山水文化与城市文化。

贵州、重庆景区联合推介会
在长举行

平江昌江河水逆流
专家鉴定为“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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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44 0 1 9
排列 5 18144 0 1 9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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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龚卫国 祁春华）“危难时刻，党
员干部是最棒的， 非常谢谢你们!”5月
30日15时， 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中
阳溪村村民李良秀被镇干部安全转移
到麻缨塘片区便民服务中心时， 紧紧
握住镇干部的手，连声道谢。

5月30日1时开始， 芷江境内普降
暴雨，部分地方出现特大暴雨，造成18
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县委、县政府紧
急召开防汛协调会， 及时部署开展抗
灾救灾工作。 联系乡镇的县领导全部
下到基层防汛一线， 指导抢险救灾工
作，县、乡镇、村各级干部赶赴一线，同
当地武警、 消防官兵及民兵预备役人
员一起，转移被困群众。

当天13时许， 县委主要负责人在
芷江镇麻缨塘片区察看灾情时， 接到
当地干部报告，中阳溪村8组部分群众
被洪水围困，当即带人前往转移群众。
在冲锋舟受阻的情况下，带头下水，推
动小木船进行救援， 挨家挨户搜寻被
困群众。 65岁的唐文玉老人因不舍家
中财物，迟迟不愿离开家，此时水位已
淹没腰部， 有人立刻将老人护送到安
全区域。 据统计，当天，全县共及时转
移受洪灾威胁的群众1.645万人。

� � � � 湖南日报5月31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飞 刘柳文 ）
邵阳县委创新监督方式，在全县
所有行政村（社区）配备村级纪
检员。 至5月下旬，这432名村级
纪检员已全部到位，并利用其贴
近群众、 深入群众的天然优势，
对本村、 本社区发生的公款吃
请、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项目实
施等事宜进行事前监督，让正风

肃纪利剑高悬。
“432名村级纪检员就是432

个延伸到村级的探照灯， 是我县
破解群众身边的‘微腐败’ 以及
‘四风’问题的一剂良方。”邵阳县
纪委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该县村级纪检员已
对全县300多起基层党员干部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进行有效监督，共发
现问题线索13起。

芷江遭受暴雨袭击
紧急转移群众1.645万人

� � � � 5月30日上午，芷江侗族自治县土桥镇，民警和政府工作人
员在协力转移被困群众。 罗明媚 罗佳 摄影报道

邵阳县村村配备纪检员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31日

第 2018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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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 1040 568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74 173 237702

0 1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5月31日 第20180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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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95510107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6
二等奖 10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244701
2 22325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15
55290

1132775
7545627

56
1869
38458
258055

3000
200
10
5

1118 24 25 3319

李曼斯 瞿辰 刘石江

162公里坎坷不平的山路，分布着385
个投递点，有个人翻山越岭往返20年，风雨
无阻订报送报。

这条路，叫做“欧有才爱心邮路”。 这个
人，就是感动长沙的宁乡邮递员欧有才。20
年，欧有才走过的投递路超过30万公里，相
当于绕地球8圈。

5月27日， 欧有才在接受采访时说，是
读报让他看到了知识的重要性。 也正是因
为爱读报，他选择了邮递员职业，坚守岗位
20年，先后荣获“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
标兵”“第二届长沙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提名奖”等荣誉。

集报的“情怀”，收获了命
运的“转机”

“因为家里穷，我很早就辍学了，很羡

慕那些能继续念书的同学。 ”欧有才15岁就
要赚钱养家。因为对知识的渴望，他爱上了
看报。看到别人丢弃报纸，他就如获至宝地
捡起来。

在宁乡市东湖塘镇麻山村的欧有才家
中， 有8个绿色铁皮柜专门储存着他多年来
的集报心血。 近百叠报纸整齐地用塑料膜包
裹，其中100多种已经能作为珍贵历史资料。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至现在的报纸我
都有收藏。 最早的是《人报》《民言报》，都是
1948年的。《宁乡报》号外、《沩江报》是宁乡
早年创刊的老报纸。 ”欧有才如数家珍般地
介绍着每份报纸的特殊意义。

因为集报，欧有才获得了丰富的知识，
当看到报纸上一些贫困青年通过自己的努
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时， 他受到了极大的
鼓舞。正是这种坚持和热爱，让欧有才的命
运有了“转机”。

1998年， 宁乡邮政局面向社会招聘乡

村邮递员。 想到进入邮局工作有机会阅览
和收集更多的报纸， 欧有才毫不犹豫地报
了名，并凭借多年集报、写作的经历，顺利
被邮局录用。2012年，欧有才又通过自身努
力，拿到湖南师范大学自考本科文凭。

送报的艰辛 ， 成就了他
不平凡的人生

欧有才的投递路段全程162公里，大多
是坎坷不平的山路，有的订户住在山顶上，
必须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

“那年下大雪，山路特别难走。 ”欧有才
回忆，2008年大年三十那天，自己的邮包里
面仍有40多封邮件、80多户订户的报刊没
送完。 但冰雪让他无法骑摩托车，他只好推
着车走，15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3个半钟头。

天色渐渐黑了起来， 周围已经开始响
起了鞭炮声，家家户户都开始吃团圆饭了，
可欧有才的邮包里还有最后一个包裹。

“当时特别想回家，想到我的家人还在
等我，我很愧疚。 ”当欧有才步行了两公里
山路到达用户刘正明家时， 刘正明正在家
中等着这个邮件。 刘正明激动地拉着欧有
才的双手说：“天气这么坏，真是辛苦了，这
是雪中送炭啊！ ”

这一瞬间， 欧有才觉得什么委屈都没
有了。

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20年，其艰辛成
就了他不平凡的人生。 欧有才凭着内心对
投递报刊的一腔热爱， 成为人人称道的优
秀乡村投递员。

2007年10月9日第38届世界邮政日，省
邮政公司、 省邮政工会正式将欧有才投递
的东湖投递段命名为“欧有才爱心邮路”。

“送报、集报改变了我的人生，教会我用
心工作、用心做事、用心待人，把每一件事做
好！ ”这些年来的经历，虽然艰难，但看到这
样的成果，欧有才却倍感自豪。

欧有才的爱心邮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