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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5月16日中午，祁阳县交警大队民警
李彤又一次来到该县浯溪街道泰安小
区，看望照顾93岁的朱雨生、89岁的杨桂
香。两位老人对记者说：李警官与我们非
亲非故，却照顾了我们近20年，大家都说
我们有一个“好儿子”。

工作上兢兢业业， 业余时间带动大
家投身做公益， 李彤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雷锋精神，先后被评为“中国好人”“湖南
好人”“湖南省最美志愿者”等。

受家人影响做公益
今年49岁的李彤， 是祁阳县交警大

队一名民警。他的同事刘庆华介绍，李彤
是大家公认的老黄牛，工作任劳任怨，多
次被评为省、市、县“先进个人”。同时，他
也是全县做公益的领头人。

说到做公益的缘由，李彤介绍，是雷锋
的故事从小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烙印，
更受家人的影响， 岳母陈娇莲曾两次获得

“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是祁阳县十佳市
民，她曾帮助过许多非亲非故的人。

陈娇莲帮助的人当中， 就有残疾人
汪花果， 李彤主动从岳母手中接过照顾
汪花果的“爱心棒”14年。在李彤的奔走
和帮助下， 汪花果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安
置房，进入福利工厂工作，有了稳定的收
入。李彤还坚持每月给她送生活用品，陪

她聊天。
祁阳县人民小学12岁的张某， 患先

天性心脏病和膀胱结石。
2012年初，医生建议张某必须尽快手

术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张某的养父刘力
泉四处借债10多万元，为她做了手术。

2014年，刘力泉被确诊患胃癌晚期，
花费医药费7万多元，就在一家人生活极
度困难之际，李彤找上门来，在长达6年

多的时间里， 李彤承担了张某的全部学
习费用， 还为他们筹集到爱心款和物资
价值5.4万多元。

这些年，李彤省吃俭用，资助困难群
众和孤寡老人30余万元、1400多根爱心
拐杖和其他物品。

带领大家做公益
2007年，李彤的妻子提醒他，一个人

的力量毕竟有限，不如组织大家来做公益。
于是，李彤找到5名志同道合的爱心

人士，发起成立祁阳县“雷锋号”志愿者
协会。李彤经常组织大家走进敬老院，为
老年人理发、剪指甲、洗衣服、陪聊天；上
街开展文明劝导、在湘江沿岸拣垃圾、帮
扶特困家庭……

目前，祁阳县“雷锋号”志愿者协会
成员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800多人。协会
每月开展活动，先后帮助困难群众、贫困
学子1000多人。 不少当年李彤帮助过的
受助者，现在成为了爱心志愿者。

2016年， 祁阳县浯溪街道白竹湖社
区居民于某某突发急性白血病。这时，于
某某已离异，孩子正在上幼儿园，生活的
变故让于某某几欲轻生。李彤在社区走访
时得知消息，立即带着油、米来到她家，拍
着胸膛对她说：“妹子，大家一起帮你想办
法，会好起来的！”第二天，李彤发起捐助
活动并带头捐款。在李彤和其他爱心人士
关心下，于某某的病得到治疗，身体逐渐

好起来。 李彤又介绍她到一家单位上班，
生活有了保障。

去年，于某某主动加入“雷锋号”志愿
者协会，经常参加保护湘江河、在火车站
义务助人等志愿者活动。她对记者说：“李
彤等人让我感到了社会的温暖，更让我认
识到要把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私营企业主周爱民，以前沉溺喝酒打
牌，在李彤的建议下，周爱民成为一名爱
心志愿者，在全县各爱心活动上经常能看
到他的身影。他由衷地说：“现在，我才过
上了有意义的生活。”

祁阳县文明办负责人说，在李彤等人
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县志愿者队伍不断发
展，他们主动献爱心，倡导文明新风尚，成
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一股重要力量。

■记者感言

万紫千红春满园
李彤从受家人影响，学雷锋做公益，

到吸引800多人成为爱心志愿者，成功把
爱心的力量进行了放大。

常言道：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
春满园。在推动文明新风，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道路上， 需要更多的李彤来
影响和带动大家，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让人们都来传递爱心，主动关心和
帮助身边的人，让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社会越来越温暖。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何金燕 见
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周盖雄 陈凌云） 今天
上午，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黄
正坤等18人特大贩卖、运输毒品案进行一审
公开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何海波、黄正坤、
陈飞跃因同乡关系互相熟识。 自2017年7月
至9月期间，何海波、黄正坤、陈飞跃共计3次
向被告人李再高、李冕伟、张树琳共购得甲基
苯丙胺（冰毒）86.011千克，另黄正坤单独购
得甲基苯丙胺4千克。被告人蒋仲跃运输甲基
苯丙胺63.011千克，被告人廖松林贩卖、运输
甲基苯丙胺30.011千克。 上述毒品自广东省
运回邵阳市后，何海波、黄正坤、陈飞跃按出
资比例进行分配并贩卖，其中：黄正坤单独或
者伙同被告人石程、 李正发将毒品贩卖给毒

贩被告人王田军、肖龙、郭惠明等人，肖龙又
将毒品贩卖给吸毒人员肖尊龙（另案处理）；
何海波将毒品贩卖给毒贩被告人黄荣祥、王
盛荣等人， 王盛荣购得毒品后贩卖给被告人
陈霖云等人； 陈霖云购得毒品后再贩卖给毒
贩被告人曾利民、佘宽艺。

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正坤等18人违反国家
毒品管理规定，贩卖、运输毒品，黄正坤等人的
行为均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蒋仲跃的行为
构成运输毒品罪， 王盛荣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
贩卖毒品罪。在贩卖、运输毒品的共同犯罪中，
黄正坤、何海波、李冕伟、陈飞跃、张树琳、蒋仲
跃、王田军、郭惠明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且所
贩卖、运输的毒品数量巨大，对黄正坤、何海波、
李冕伟、陈飞跃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张树琳、李再高、蒋
仲跃、王盛荣、黄荣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王田军、廖松林、陈霖云、
肖龙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另5人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五年不等刑期。

4人死刑5人死缓4人无期

湖南一审宣判一起特大贩毒案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通讯员 雷

辉 记者 鲁融冰）5月14日，常德市人
民检察院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唐某某侵害刘磊烈士名誉权民事
公益诉讼。据悉，该案系《英雄烈士保
护法》实施以来，我省首例英烈保护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目前该案正在审
理中。

今年3月19日，苏州市消防支队
吴江区大队盛泽中队副班长、四级消
防士刘磊同志（常德市石门县人）因
营救轻生女子壮烈牺牲。次日，应急
管理部批准刘磊同志为烈士。就在烈
士亲属、社会群众沉浸在悲伤中时，3
月22日， 石门县网民唐某某在微信
群中，公然发表侮辱刘磊烈士的不当

言论，丑化、亵渎、否定刘磊烈士的英
雄事迹和精神，并在人数众多的微信
群广为传播， 侵害了刘磊烈士的名
誉，社会影响恶劣。

常德检方发现该案线索后迅速
介入，积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并立
即启动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程序。通
过调取相关证据和对唐某某的询
问， 认定该案符合民事公益诉讼起
诉条件。 经诉前程序征求刘磊烈士
近亲属意见后， 并报省检察院审批
并批复准予起诉， 常德市人民检察
院向法院提起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
讼， 诉请判令唐某某通过省级以上
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消
除影响。

常德检方提起全省首例
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5月16日，祁阳县浯溪街道泰安小区，
李彤趁午休时间照顾93岁的朱雨生。

通讯员 摄

带动800多人做公益李彤：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16日

第 2019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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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1040 5439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91 173 171443

5 4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5月16日 第2019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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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57931926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7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7 245905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28
70105

1287687
12783341

40
2326
46045
445746

3000
200
10
5

0114 19 21 2917

宁乡掀起学习
“晨风”系列评论热潮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见习记者 李曼斯）昨天，一场以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企业家分享会在宁乡楚
天科技有限公司举行。 宁乡市领导干部与企业家代表齐聚
一堂，分享学习“晨风”系列评论心得，论道宁乡高质量发展
之路。

“在湖南业界，不能不看晨风的系列评论文章。最近，晨
风发表了两篇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专论。 看了以
后感到很激动、很振奋……”当天，宁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宁乡市委书记周辉向企业家表明了分享会的目的， 并抛出
中心话题，引起了企业家的共鸣。

在“晨风”系列评论《把工程机械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中，三一重工被多次提及。读完评论后，三一重起副总经理
刘剑感叹道：“20年前，谁也不会想到长沙能打造世界工程
机械之都。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与湖南人‘吃得苦、霸得
蛮、耐得烦’有关。”

“晨风一论里面有句话：山丘崛起为峰，江河汇聚成川。
湖南工程机械能有今天这样的声誉和影响， 走过了一段筚
路蓝缕、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艰难崛起的历程。万鑫精工也
走过了这样一段路。”万鑫精工湖南公司总经理周清泉说。

在活动现场， 宁乡市相关负责人还向与会企业家详细
解读了关于中央、省、长沙市、宁乡市各级政府制定的政策
服务大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