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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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0 7 1 3
排列 5 15250 7 1 3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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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7 03 23 25 28 29 06+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1
下期奖池：1433360911.49（元）

9681100 19362200

58086605808660

文教·体育2015年9月15日 星期二7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卢跃

【人物】
易正楚 ，男 ，72岁 ，安化县大福镇西

冲村村民。申请水工闸门和新型水力发电
站发明专利11项，获授权2项。

【故事】
8月， 易正楚收获了他人生中的第二

项发明专利：“一种自动开关的平底闸阀”
通过实质审查，获得授权。这个只读过小
学的农民一辈子和水工闸门难舍难分，梦
里常常是闸门。

“我的闸阀是水工天下第一门，谁胜
过我，重奖200万元。”易正楚的“擂台”在
网上摆了几年，一直无人应战。他深感无
奈：“我这辈子就这心愿，想看到发明变成
现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安化山区大修
水利。 易正楚挑过土、 夯过硪， 工闲之

余喜欢观察大坝的构造。 他不懂涵洞和
大坝的设计原理， 只有一种本能的想法：
蓄水放水， 一张闸门就够了。 利用水本
身的压力实现自动开闭， 不但工程量小，
还可节省劳力。

当时，安化县农机修造厂有个鼎鼎大
名的技术创新标兵，写的《科学并不神秘》
放在扫盲课本上， 给了易正楚莫大的激
励。他一头扎进去，想要利用水能实现闸
门自动开关。

孰料一念一动，由迷入痴，竟是半个
世纪的坎坷。 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
易正楚除了参加队上的劳动外，把所有时
间都用在了对水库大坝的观察和思考上。
他千方百计找来数学、机械和制图方面的
书籍，像啃“天书”一般，花半个月甚至更
多的时间去理解一个术语或公式，以惊人
的毅力一点点消化吸收。

他经常带上干粮，跑到上百里外的地

方观察水坝，一看就是几天。因为无从获
得介绍信，吃过数不清的闭门羹。

为了心中的梦想，易正楚几乎忘了别
的一切。吃饭的时候，拿着碗筷比比划划，
脑子里全是水流和闸门。走在路上，别人
打招呼他却视而不见， 经常走错了目的
地。卧房是他的试验室，他反复搭建水能
利用闸门模型，不断试验和改进。半夜里
有了一个新设想，就翻身而起，点亮煤油
灯，拿起笔记下来。旁人笑他异想天开，称
他是“水利局长”。

几十年来， 他写下了数10篇论文，
形成了30多份宝贵的图纸。 这些论文和
图纸描述的闸门， 突破传统的限制， 可
以撇开常用的电源动力开启闭合， 而是
完全利用水流自身的力量， 实现在不同
水位上自动开闭， 控制蓄水放水、 排污
排渍。

易正楚非常想做一个现实的模型，然

而费用却远非他可以承受。 为了筹资，能
够找上门的他都去了。 有人对他避而不
见，有人表示爱莫能助。易正楚却只认一
个死理：自己的发明对社会有益，一定会
有人明白自己、支持自己。在武汉大学，易
正楚得到了水利专业师生的支持。武汉大
学水电站过渡过程与控制实验室的专家
们曾认真分析了他的成果，认为水工自动
闸门的研究构思非常新颖，应该作进一步
研究，若能实现对中小型水利工程将具有
很重要的意义。

易正楚说，他朝思暮想的，不是一个
图纸上的闸阀。 而是用自己苍老的双手，
去抚摸立在大坝上的闸门，那是他花一辈
子心血设计的。

【感言】
易正楚：我喜欢研究水工闸门，就是

要让水工闸门变得更好。 吃过好多苦，也
冷落了家庭事，最对不住的是家里人。

中国计生协主办

“生育关怀携手行”走进耒阳
湖南日报 9月 14日讯 （徐德荣 袁义生 黄小光 ）9

月11日， 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主办的“生育关怀携手
行”活动在耒阳市隆重举行 ，此活动是首次走进湖南。
活动现场，中国人寿湖南分公司向耒阳市“生育关怀 ”
基金捐赠50万元，并向100名计生贫困家庭学子发放了
助学金

2006年， 耒阳市成为我省唯一的全国“生育关怀行
动”试点单位。近10年来，耒阳市在全省率先建立计生特
困家庭生活保障机制、启动生育关怀“亲情牵手”帮扶行
动。该市还率先建立是“生育关怀”基金，并启动了生育关
怀“百千万帮扶工程”，实现了“每年扶助100名计生困难
家庭子女完成中学学业；扶助1000个计生困难家庭致富；
帮助、 培训10000名计生困难家庭成员提高就业能力”的
总体目标。

湖南省第18届
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幕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以“依法推广普
通话 提升国家软实力”为主题的湖南省第18届全国推广普
通话宣传周活动开幕式在衡南县举行。

据悉，今年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发布实施15周
年。从9月14日到20日，湖南各地将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形
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推广普通话宣传活动。近几年来，湖
南结合中华经典诵读、汉字听写大会等活动的开展，推广
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群众参与度、社会知晓度越来越高，
在全社会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陈薇）9

月11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大
学建筑学院、中国政协文史馆油画研究
院、湖南省美协等联合主办的“心相林
泉·黄礼攸作品展” 在中国书院博物馆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开幕。魏文彬出
席。

此次展览共展出黄礼攸的油画风景
作品30余幅，构图或方或圆，色调和谐又
不失冲击力，意境深远平和，充分展示了
作者试图通过风景主题的绘画作品找回

人与自然亲近和谐的关系， 找回人对自
然的敬畏之情。据悉，展览将持续至9月
17日结束。

黄礼攸，1973年生于湖南醴陵，毕业
于中央美术学院第十二届油画创作研修
班。现为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湖南
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
创作过“造房图”、“火”、“湘女”、“麓山”
等系列作品， 每一个系列他都尝试着在
图式与语境的颠覆中实现一种新的超
越。

高个子新生睡上了加长床
湖南科技大学定制特号床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李一凡）“入
学前爸妈还担心宿舍的床太小， 没想到学校专门为我们这
样的高个子准备了加长床。”躺在加长床上，身高1.99米的湖
南科技大学2015级新生胡仁杰， 今天用电话告诉了父母这
一好消息。记者从湖南科技大学获悉，今年起，身高超1.9米
的新生可申请加长床。

“校园中的高个子越来越多，1.8米、1.9米以上的并不少
见。”湖南科技大学后勤处工作人员介绍，该校近年出现了6
位“2米生”。不同以往的是，今年特地为高个子新生定制了
加长床。

胡仁杰来自安徽宣城， 是湖南科技大学建筑与城乡规
划学院建筑学专业的新生。身高曾给他带来不少烦恼。高中
住宿的床只有2米，他只能侧卧蜷着腿，或者斜着身子沿床

“对角线”睡，十分不舒服。现在，他顺利申请到了2.2米的加
长床。 身高1.96米的刘喆是今年新生中的另一名高个子，报
名当天就顺利领到了加长床。 他说：“有这样贴心的学校后
勤，让我觉得很温暖。”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陈惠芳）
9月11日至14日，中国根艺美术学会在北
京炎黄艺术馆举办成立30周年纪念活
动。中国根艺美术大师熊明瑞又获3项荣
誉。

作为湖南的唯一代表 ，艺名“树
兜子” 的熊明瑞参加了此次活动。他
被聘任为中国根艺美术学会荣誉副
会长。同时，他被授予“刘开渠根艺奖

奉献杯”， 以表彰他对中国根艺美术
事业的奉献。他创办的中国首家大型
根书艺术馆———不多堂美术馆 ，设立
于湖南商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将民间
传统根艺引入高等学府，是传承中的
创新。

在中国根艺美术学会30年精品展
上，熊明瑞参展的根书“富”字荣获“刘开
渠根艺奖特别金奖”。

易正楚是安化县农民，钻研水工机械50年，梦想不依靠电能控制闸门———

研制水工闸门半世纪
湖南省知识产权局协办
我爱发明

黄礼攸作品展开幕
凸显“人与自然”亲近情怀

“树兜子”熊明瑞三喜临门

9月12日上午， 长沙市太平街三缘堂， 湖南省六合国学书院等单位主办、 湖南
国画馆等单位协办的湘玉杯·家文化主题书法展 （第一回） 开幕。 展品由全国各地
50位书法家创作， 此次书法展为期一个月， 面向社会各界免费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 （记者 王
亮 ） 2015年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
13日在沈阳完赛， 首次出战全国赛
的湖南振翔击剑俱乐部表现惊艳，
其中练习仅一年多的欧阳智豪摘得
男子个人佩剑银牌， 这是湖南省青
少年击剑历史上的首枚全国赛奖
牌。

此外， 由尹佳琪、 郭梓怡、 谭

熙钰组成的女队在花剑团体赛中获
得第5名， 刘嘉豪、 于东石、 高天闯
入全国男子花剑团体赛16强； 陈弈
汀、 曹宇来、 余昊函则进入男子花
剑团体32强。

欧阳智豪今年只有14岁， 他告
诉记者， 学习击剑只有一年多的时
间， 但参加比赛并不紧张。 “学习
击剑， 强大的心理和冷静的态度是

训练的必修课。 击剑不仅让我学会
如何执剑， 还教会我如何在一件事
情上保持专注。”

位于长沙北辰小学的振翔击剑
俱乐部是我省首家专业击剑俱乐部，
同时是“湖南省青少年击剑训练基
地”。 俱乐部成立于2013年， 目前
青少年会员遍布长沙市70多所中小
学校。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 （通讯员
何庆程 记者 王亮 ） 从2004年开
始， 每年的10月都会有一支身着骑
行服、 脚踏自行车的队伍活跃在三
湘大地， 他们就是环湘自行车赛的
全程骑行车队。 今年， 在怀化靖州、
张家界老道湾景区、 邵阳城步和郴
州桂东 4场分站赛顺利举行后 ，
2015第八届环湘赛全程不间断骑行

赛也将于10月7日启动。
今年环湘赛全程赛设环湘东南、

环洞庭湖和环湘西北三个赛段， 每
个赛段计划在7天内完成。 选手可自
行选择单独赛段或者全程赛段。

全程车队将于10月7号从长沙
出发， 10月28日回到长沙。 参赛团
队以不间断骑行集结赛形式记录个
人和团队成绩， 每天以车队第4个

人到达终点的时间为团队用时， 获
胜团队获得相应奖励。 全程选手将
获环湘3000公里全程勇士证书。

环湘赛全程骑行活动始于2004
年， 从长沙出发， 途经湖南其他市
州， 再回到长沙， 实现真正意义的
环湖南一圈。 每年由环湘赛创办人
陈剑岷亲自带队骑行， 陈剑岷个人
已坚持11年。

9月14日，在中超联赛第25轮比赛中，山东鲁能
泰山队主场2比1战胜杭州绿城队。 图为山东鲁能泰
山队球员蒿俊闵（左）在比赛中突破。 新华社发

湖南小剑客“亮剑”全国赛
14岁少年勇夺亚军

环湘全程骑行赛10月7日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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