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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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5 6 1 6
排列 5 15175 6 1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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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5075 13 14 26 27 33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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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1400549959.03（元）

10000000 10000000

00

美洲杯半决赛6比1大胜巴拉圭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胡泽汇） 在今天进行的美洲
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以6比1血洗巴拉圭队，时隔8年再次
闯入美洲杯决赛。北京时间7月5日凌晨4时，他们将与智利
队争夺冠军。

巴拉圭队历来以出色防守立足南美， 但此役遭遇大比
分惨败。阿根廷队此役踢得酣畅淋漓，一改上轮（点球大战
淘汰哥伦比亚队）的惊险，前53分钟狂灌4球，最终以6比1横
扫对手。

梅西此役主动回撤到前腰位置， 与帕斯托雷组成中场
双核，效果极佳。第15分钟，梅西开出任意球，罗霍左脚射门
首开纪录。第27分钟，梅西在中路送出妙传，帕斯托雷劲射
把比分扩大到2比0。第43分钟，巴里奥斯抓住阿根廷中卫
奥塔门迪在后场的失误，一脚怒射为巴拉圭队扳回一球。

此后，阿根廷队再也没给对手任何机会。第47分钟，帕斯
托雷送出妙传，迪马利亚把比分改写成3比1。第53分钟，梅西
抢断后连过两人送出妙传， 帕斯托雷射门被门将比拉尔挡
出，迪马利亚补射空门再下一城。第80分钟，梅西分球到左
路，迪马利亚传中，阿圭罗头球锦上添花。最后，梅西在门前混
战中传给伊瓜因，伊瓜因轻松命中，将比分锁定为6比1。

智利队在本届美洲杯打入13球，是进球最多的球队，其次
就是斩获10球的阿根廷队。不过相比东道主，阿根廷队拥有更
豪华的攻击线，过去两赛季意甲的最佳球员特维斯与伊瓜因都
坐在替补席上。 蓝白军团上次捧起洲际大奖赛冠军还是在
1993年。22年后他们能否圆梦？

阿根廷将与智利争冠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余蓉）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一
中获悉， 该校高二年级学生刘哲楠在6月29日进行的2015
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女子800米比赛中，以2分15秒的成
绩，夺得该项目冠军。

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是世界中学生体育联合会举办的
世界性中学生田径比赛，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的比赛由湖北
武汉承办。与刘哲楠一同进入决赛的其他选手，均来自国外，
实力不容小觑。刘哲楠在最后50米发力反超，夺得冠军。

据刘哲楠的教练罗立介绍，刘哲楠刚入校时并不起眼，
没拿过省级冠军。这两年，她刻苦训练，成绩上升快。罗立
说：“刘哲楠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她是班干部，文化成绩
也很不错。”

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湘妹子刘哲楠折桂女子800米

湖南日报7月1日讯（记者 胡泽汇） 在今天进行的2015
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中，中国小将段莹莹直落两盘爆冷击
败去年的亚军、加拿大选手布沙尔，首次参加温网正赛就闯
入第二轮。由于王蔷、朱琳、徐一幡和郑赛赛纷纷出局，段莹
莹也成为“五朵小花”唯一晋级女单次轮的中国选手。

段莹莹现世界排名117位，首次出战温网正赛。首盘伊
始，段莹莹一上来就被压制，很快被逼出破发点并丢掉发球
局，布沙尔保发后2比0领先。段莹莹迅速找回状态成功保
发，并在第4局强势逼出破发点。尽管布沙尔将比赛拖入抢
七，段莹莹仍然依靠强大的进攻火力，以7比3先拔头筹。次
盘双方互有攻守，段莹莹把握住机会，完成了关键破发，以6
比4结束战斗，取得了运动生涯的大满贯首胜。

爆冷击败去年亚军

段莹莹闯入温网第二轮

通讯员 向晓玲 张喜燕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18年前， 他是泸溪县高考文科第一
名。 大学毕业后， 他舍弃了在城里创办
的公司， 毅然回到了家乡养鸡。 如今，
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鸡大王”。

他就是姚玮。
6月底， 记者来到位于泸溪县浦市镇

麻溪口村的林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见到了姚玮。 这是一个瘦瘦的、 斯斯文
文的男生。 那副黑框眼镜为他增添了几
丝书香卷气， 依稀可见当年风采。

从“米桶”跳到“糠箩”
2001年秋， 成绩优异的姚玮从重庆

大学国际经济专业毕业后， 进入长沙证
券公司工作。 2003年， 他在重庆成立了
兆文电脑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从事电脑
销售和组网， 每年营业额100余万元， 纯
利润达30余万元。

但姚玮并不“安分”， 总觉得这还不
是他所喜欢的生活， 想再来一次创业。

姚玮很爱吃鸡蛋。 回家过年时， 他
了解到， 家乡人所吃的鸡蛋基本上是从
湖南桃源和河北贩进的。 他便动了回家
养鸡的念头。

姚玮的想法， 遭到了全家人的极力
反对。 妈妈说： “你好不容易读书跳出
了农门， 事业发展得好， 现在却想回来
养鸡。 这不是米桶跳到糠箩吗？”

但姚玮认准了。 2010年底， 他回到
了泸溪。

创业受挫从头再来
创业艰难。
从考察场地到搭建鸡棚， 从修通公

路到安装机电， 从打井取水到购置设备，
姚玮磕磕绊绊， 走了不少弯路。 由于缺
乏饲养技术， 姚玮购进的第一批鸡苗
1000只， 最后只剩下10多只。

这一回合， 他花了60多万元。

面对打击， 姚玮并没有退缩， 刻苦
研究饲养技术， 又购买了第二批鸡苗
1000只。 终于， 800多只鸡成功存活。
但新的苦恼摆在他面前： 每天只有10多
只鸡下蛋。

“这些钱多半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
的。 家里人埋怨我， 说我养鸡不仅丢了
面子， 还欠了一屁股债。 爱人也常常跟
我吵架。 那时候， 压力非常大。” 姚玮回
忆说。

开弓没有回头箭。 他及时总结经验
教训。 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 缺少
专业技术人才。

其后， 他跑遍了自治州各个县市，最
终在古丈县请到了技术员。 他一口气购买
了5000只鸡，在技术员的照料下，这些鸡
大都顺利长大， 产蛋率达90%以上。

姚玮马不停蹄， 四处销售。 他先到
附近的白沙、 浦市的各个菜市场推销鸡
蛋， 送货上门。 因鸡蛋新鲜， 可以赊账，
很多商家愿意买他的鸡蛋。 慢慢地， 他

的公司业务遍及了泸溪13个乡镇。
天有不测风云。
2013年， 禽流感袭来， 养殖场的鸡

蛋滞销， 1万只鸡被掩埋处理。
2014年7月， 又是一场洪灾。 养殖场

全部浸泡在洪水里。 洪水退去， 一片狼
藉……

他的事业遭受了重创。
此时， 泸溪县扶贫办送来了20万元

现金和一个钢架棚， 移民局送来了2万元
救灾重建资金， 县计生局帮他贷了4万元
无息贷款。 这些援助， 点燃了他的希望
之火。

重整旗鼓， 从头再来。 如今， 姚玮
的两个养殖场养殖规模达到6万只， 日产
蛋5万枚左右， 日产日销， 年产值600余
万元。 业务覆盖泸溪县及自治州的鸡蛋
市场， 并成为泸溪中小学学生营养餐的
指定供给商。 姚玮也被评为自治州“创
业先锋先进个人”、 泸溪县“优秀创业青
年”。

湖南日报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张晓鸣 胡承志

他是百年长郡历史上最年轻的班主任
之一， 他代表湖南省在今年全国初中语文
教师教学展评上荣获二等奖，他追求“走心
的”教育，把爱和善的种子播撒进孩子的心
灵。他是30岁的蒋李明，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C1301班班主任。

“过了元宵灯节，年景尚未完全落幕，
还有个家家邀饮春酒的节目， 再度引起高
潮……” 初见蒋李明，是在课堂上，他正给
同学们讲解台湾作家琦君的名作《春酒》。

蒋老师让同学们先读课文， 反复读了
几遍后， 他带着自己的理解和感情， 一边
读，一边讲解，优美的句子，性灵的文字，将
孩子们带到了古老的北方农村， 浓浓的乡

情和母爱，让人沉醉。
“语文教学，我历来反对‘填鸭式’。 初

中的孩子，应逐步学会感悟文字之美，感悟
人生道理。 ”作为湖南师大语言学硕士，蒋
李明的文学功底深厚。 2010年毕业时，导师
挽留他读博，但一场校园招聘会，却改变了
他的人生轨迹。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来校招聘， 打出横
幅：“青春路上，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

“这句话瞬间击中了我！ ”蒋李明想得
天下英才而育之！

一入职， 学校就安排蒋李明当C1005
班班主任。 25岁的他很快与孩子们打成一
片，大家都亲热地叫他“蒋哥”。 可最初的蜜
月过去后，矛盾爆发了。

学生中总有个别上课不认真， 作业不
完成，甚至违反校纪校规。 蒋李明和他们谈

理想、谈人生，谈着谈着，自己都感动了；可
转过身，学生依然如故。 蒋李明一急，开始
吼，开始板着脸，反而把学生们推得更远，
成绩也有所下滑。

迷茫的时候， 学校安排了经验丰富的
年级组长王君峰老师结对指导， 蒋李明自
己也逐步整理出了头绪：初中的孩子，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是最重要的，
班主任必须抓住这点发力！

于是，他和孩子们一起制定班规，每个人
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但制定出来后就要严
格遵守；他强调守时、守信、礼貌等品质，而不
要求事事循规蹈矩； 批评孩子时， 他关起门
窗，说“家丑不可外扬”，保护孩子脆弱的自尊
心；他细心观察每一名学生，时不时地递上一
张小纸条，写上几句鼓励的话……

走进孩子心灵的教育结出了丰硕的果
实。 中考时，C1005班保送直升生人数全年
级第一，在校园课本剧大赛、省中学生运动
会等活动中都取得了好名次。 现在，小蒋哥
又带着C1301班的孩子们，继续奔走在青春
的路上……

书生养鸡

青春路上，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7月1日， 中国
国家画院、 省书法
家协会、 省政协书
画 会 共 同 主 办 的
“如 去 如 来———曾
翔书法展” 在长沙
市天心区太平街荣
宝斋举行。 著名书
法家曾翔先生是中
国书法院展览馆馆
长。 此次共展出他
的书法精品60件。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陈薇
摄影报道

怀化古墓出土
滑石“千金”钣

印证西汉文景时期
节俭成风

湖南日报7月1日讯 （记者 李国斌 ）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获悉， 今年3月至6月， 考古专家
在怀化中方县发掘古墓葬56座。
让考古专家兴奋的是， 其中一座西
汉墓中出土4件滑石“千金” 钣，
印证了西汉初文景时期的节俭之
风。

2013年和2014年， 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曾在中方职业教育城
项目工地抢救性发掘战国至西汉早
期的古墓葬99座。 今年3月至6月，
又发掘古墓葬56座， 其中战国至
西汉时期的墓葬44座、 明清时期
的墓葬12座。

据介绍， 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
不少文物， 部分楚墓中出土了陶
鼎、 陶壶以及铜戈、 戈鐏、 剑等器
物， 西汉早期的墓葬则多有鼎、
盒、 壶、 钫等仿铜陶器及陶罐、 滑
石器等。 其中一座较大的西汉墓，
出土了4件滑石钣， 呈圆形， 白
色， 直径约10厘米， 中间有一个
小孔， 每件上都刻有“千金” 二
字。

考古发掘领队盛伟认为， 这种
滑石钣比较少见， 一般只有西汉初
期的墓葬中才有， 是作为金银随葬
物的替代品。 西汉文帝、 景帝时
期， 休养生息， 提倡节俭之风， 有

“不得以金、 银、 铜、 锡为饰” 的
禁令， 于是出现了以滑石或泥土烧
制后作为金银随葬物的替代品。 长
沙杉湖桥火把山西汉墓中曾出土泥
质“千金” 钣， 其性质与本次发现
的滑石“千金” 钣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