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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cCFSVWHITijTklmUHnNo pq
drghstuv5;"wxyz{|(}~��Hn�R� $%
�iPW�W������HnN5���HnN+&'(V
W�HnN���j�HnT�$;4o �T���%&#' � #
� ##�s� '� $&�o �T���L���{ ¡¢£¤ 
¥ %&#¦[ ;>?§¨ (&�©ª�@A[

«¬>? '()*+,-
!"#$ . #% / !& 0

! "

下期奖池：4275162353.38（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91 6 9 4
排列 5 17291 6 9 4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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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125 07 11 18 26 28 04+0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6

4

5652545 90440720

135661083391527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兴荣 伍致健

名片
唐珺 ， 永州人 ， 1995年10月

出生 ， 毕业于青岛工学院的优秀
“理工女 ”。 这名从小向往军营的
女孩 ， 凭着自己的执着 ， 几经周
折终于成为驻京某部的一名普通
女兵。

故事
10月25日， 北京市驻京某部

训练场寒风袭人， 22岁的唐珺行
进在新兵训练的队列里， 敬礼、
正步走……一套干净利落的动作
下来， 她早已挥汗如雨。

一个月前的9月25日， 唐珺踏
上北上的新兵专列。 此前， 唐珺
带着厚厚一摞荣誉证书， 以永州
市面试第一名的成绩应征入伍。

唐珺说， 父亲是一名转业军
人， 自己的从军梦想深受父亲的
影响。 在唐珺的眼里， 父亲走路、
讲话、 办事， 处处都有着军人特
有的阳刚气质。 高中期间， 唐珺
给自己定下目标———考上军校。

然而， 2013年高考， 唐珺发
挥失常，与军校失之交臂。“考不了
军校， 唐珺就报考部队建设需要
的理工科专业。 她想在大学毕业
再报考军校的研究生。” 唐珺的父
亲告诉记者。 有主见的唐珺， 成
为青岛工学院通信工程专业的大
学生。

大学期间， 唐珺如饥似渴地
学习， 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从班级团支部书记， 干到院团委
组织委员、 宣传委员。 大二时，
唐珺参加了学校创新实验室， 成
为学校“Pai” 团队实验室的一
员， 多次参加国家级科研创新训
练项目。 唐珺每学期的业余时间
都泡在实验室里， 申请项目、 参
加比赛、 撰写论文、 带队参加各
类比赛。 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
新颖的创新意识， 2016年7月， 唐
珺荣获“大唐杯” 全国大学生移
动通信技术大赛山东赛区二等奖
和山东省物联网创造力大赛一等
奖。 同年9月， 唐珺所在的大学生
创新团队参加第十届国际大学生
ICAN创新创业大赛， 荣获总决赛
二等奖， 并斩获山东省一等奖。
大学期间， 唐珺先后荣获近40项
荣誉。 在老师和同学们眼中， 唐
珺是名副其实的“女学霸”。

同时， 唐珺密切关注各大战
区、 各军兵种的动态， 每个军事
新闻都牵动着她的神经。 就在唐
珺准备报考军校研究生时， 却传
来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 军校
暂停从地方招收研究生的消息。

转眼来到2017年毕业季， 唐

珺婉拒了用人单位的邀请函， 不
顾老师、 同学的劝说， 决定参军。
今年6月， 唐珺只身来到湖南省征
兵办咨询士官招录政策。 受专业
限制， 唐珺再次碰壁。

再不当兵就没机会了！ 唐珺
登录全国征兵网， 参加女兵征集
报名。 初检初审、 体格检查、 政
治考核、综合考评、预定新兵……
唐珺顺利通过层层选拔， 从数百
名应征女青年中脱颖而出， 圆了
从军梦。

“孩子大了， 让她做自己喜
欢的事吧！” 对于独生女儿的选
择， 唐珺父母虽然依依不舍， 却
一直默默支持。 唐珺“理工范”
十足地说：“我的经历没什么特别，
只是在求解理想与现实的对应关
系。 也许每种情况下解出的答案
都不一样， 就看解题的人有多倔
了……”

永州市军分区司令员王守海
认为， 唐珺用自己的从军经历，
漂亮地解答了当代大学生如何实
现个人价值与国防需求相统一这
道题。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李钊 崔丽酉子）“你好好配合
治疗， 争取早日康复。 别担心，学校是
你永远的后盾。 ”10月23日下午， 湖南
师大附中副校长陈迪勋前往湘雅医院
看望慰问正在住院治疗的小曾， 并送
去全校师生、 家长募集的爱心捐款共
计525267元。

在父母眼中， 小曾从小懂事； 在
教师眼中， 小曾学习刻苦。 但不幸降
临到小曾身上。 10月10日， 小曾被查
出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不得不
暂别校园， 到医院治疗。

“白血病” 又称“血癌”， 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一种。
小曾面临生命危险， 而且治疗费用非
常高， 仅化疗一项的费用就需要50万
至100万元。

小曾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普通
工薪家庭， 父亲是物业公司维修工，
母亲是纺织厂销售员， 父母收入基本
只能维持着家庭的正常开支。 面对巨
额费用， 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消息传到学校， 师生们迅速行动
起来。 10月12日， 该校青年志愿者总
队联合校文明办公室、 教师委员会、
家长委员会发出捐款倡议书， 短短10
天， 爱心捐款达到525267元。

�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徐
德荣） 今天上午，衡阳市举行“衡阳直
飞厦门、青岛、贵阳、济南、南宁”航线推
介会，会上介绍，从10月29日起， 衡阳
南岳机场将陆续开通直达厦门、 青岛、
贵阳、 济南、 南宁等5个城市的航线。
5条新航线执飞后， 衡阳可直达国内
14个城市。

据悉， 衡阳至厦门往返航线由重
庆航空执飞， 每周一、 三、 五执行；

衡阳至青岛、 衡阳至贵阳往返航线，
由东方航空执飞， 每周一、 二、 五、
六执行； 衡阳至济南、 衡阳至南宁往
返航线， 由山东航空执飞， 每周二、
四、 五执行。

自2014年12月23日通航以来， 衡
阳南岳机场发展迅速。 今年1至9月，
共完成旅客吞吐量32.7万人次、 完成
运输起降3484架次， 同比分别增长
44.7%、 30.2%。

�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肖
祖华 通讯员 邓娱）“以前我对孩子的
行为不理解， 他们的父母又不在家，
实在不知如何引导。 今天上了这堂课，
知道如何正确引导孩子了。” 近日， 听
完家庭教育课的李爷爷感慨道。 当天，
邵阳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常任理事张宗
耀到武冈市， 给100多名家长做了家
庭教育辅导讲座。

这次讲座是邵阳市开展的农村留
守儿童保护活动之一。 9月下旬， 该市
启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暨高
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活动， 以探索
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

据了解， 在邵阳市农村， 有留守

儿童约13万人。 今年上半年， 市政府
制定“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实施方案”， 力争到2020年， 在全
市建立起政策健全、 功能完备、 运转
高效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
为此， 市妇联与市家庭教育研究会联
合出台有关工作方案， 提出在今年底
前， 建设“留守儿童之家” 示范村阵
地10个， 并培养高级家庭指导师、 心
理咨询师骨干团队100人， 举办家庭
教育、 护蕾行动等公益讲座、 优秀家
庭家风家教巡讲及农村留守儿童心理
辅导活动300场， 帮扶救助特困留守
儿童200人。 目前， 这一工作已经全
面开展。

成新平 陈鸿飞 成俊锋

在衡东县，下岗工人谷丰喜牵头创
办的“托老所”———“幸福老乐院”办得
风生水起，引来很多人献爱心。 10月23
日，湖南晟成房地产投资公司总经理邹
文清就为“幸福老乐院”捐款2万元。

谷丰喜今年55岁，原是县羽绒厂工
人。 1997年下岗后，他赴广东等地开出
租车，结识了一批商界朋友。 3年前，他
回到老家，听说一位70多岁的空巢老人
死在家里无人知晓，这深深刺痛了他的
心。谷丰喜做了一项调查，村里总共870
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有210人；这些老
人中，儿女不在身边的占80%。 谷丰喜

下定决心，一定要办个“托老所”，解除
空巢老人及其儿女的后顾之忧。

没有资金，去年10月，谷丰喜找到
曾在衡东做过药材生意的洪建武，两
人一拍即合，确定一起办“托老所”，取
名“幸福老乐院”。总投资约1000万元，
由洪建武前期投资400万元启动建设，
建成后可接纳老人100人。

没有场地，谷丰喜找到村支两委，
将以前占地6亩、 建筑面积400多平方
米的导子坪小学租赁过来，改水改厕，
粉刷一新。 没有工作人员，他与爱人决
定做“长期义工”。

“幸福老乐院”于去年10月动工建设，
今年5月面向社会招收空巢老人，收费标准

每月最高2500元、最低1000元，负责吃、
住、洗、喂。 一日三餐，每餐“两荤一素”。 目
前，“幸福老乐院”已招收10位空巢老人。

石坝村84岁的老人李秋开住到“托
老所”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的4个儿
女在外安心赚钱，他的日子越过越开心。

“一切为了老人，为了老人一切”
是谷丰喜的办院宗旨，他算了一笔账，
“幸福老乐院”创办5个多月，除去老人
的吃住所用，暂时没亏。 他说，办“托老
所” 亏点没关系， 只有让老人住得安
心，他们的儿女才放心。

目前，谷丰喜还买来了电视机，正
在筹建棋牌室、娱乐室，不但要让老人
老有所养，还要让他们老有所乐。

永州青年
用微电影宣传十九大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许崇智）

“我是241名民间河长之一， 我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引，守护好白水河……”10月25日，共青团永州市委组
织拍摄的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微电影《新时代·新青
年·新永州》在全市各级团组织播出，引起广大团员青年
共鸣。

据了解， 该微电影拍摄的对象是来自社会各界的
基层团员青年， 展现了他们对习近平总书记所作十九
大报告的学习心得， 表达了大家对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的决心和信心。 共青团永州市委书记龙亮介绍， 今
后， 将通过微电影等各种方式， 切实让全市广大团员
青年认真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转化为工作的正能量。

“别担心，学校是你永远的后盾”
湖南师大附中为患白血病学生募集善款52万余元

衡阳南岳机场将新增5条国内航线

给留守儿童一个“家”
邵阳探索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

“女学霸”从军记

老百姓的故事 下岗工人创办“托老所”

“记忆地图”
讲述老街故事

10月25日上午，长沙市太平
街，市民从一块标识着“长沙县
衙”的“记忆地图”边经过。 近期，
太平街在25处历史旧址所在地
设立“记忆地图”，市民、游客可
通过“记忆地图”上的文字介绍
了解老街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唐 图/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