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沅陵县老人民医院北边三到五层的钢梁被大火烧得严重变形。 记者 王翀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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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排列 5第 11130期 本期投注额：23658078 元

中奖号码 0 5 9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10636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15711

中奖号码 0 5 9 6 2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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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注奖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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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7 星彩”第 11056 期 本期投注额：18183654 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

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

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5月 17日

22选 5第 11130期 本期投注额：2062620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2 09 12 15 17

中奖注数(注)

26

2418

45614

单注奖金(元)

25450

50

5

自从恒大集团入主中超广州队后，这支

球队注定了不一般。5月17日， 为了激励球

员， 广州恒大队再出奇招———设立“拼搏

奖”，将上场比赛的球员拼搏分成三等，分别

给予不同的奖励。

5月13日，恒大俱乐部召开“再进一球”

座谈会，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提出球

员在每场比赛中都应该放开拼命90分钟，

“即使已经进了8个球了，还是要有高昂的斗

志，要一直拼到底，追求再进一球。”基于此，

恒大俱乐部设立了“拼搏奖”。“没有钱的职

业足球肯定不行，只有钱的职业足球也是没

有前途的。”许家印说。

恒大队将从每场比赛的赢球或平球奖

金中划出30%作为拼搏奖奖金。在每场比赛

后对上场队员的表现进行评估后，设立最佳

拼搏球员1-3名， 他们每人的拼搏奖将是人

均拼搏奖奖金的1.2倍。 另外还将评出1-3名

二等拼搏奖， 他们的奖金则只有人均拼搏奖

的80%，其余上场球员则拿拼搏奖的平均数。

为激励球员中超新军再出奇招

广州恒大设立“拼搏奖”

经济信息

湘西最大民国老建筑被烧

沅陵县老人民医院建筑面积6000

余平方米，是湘西地区面积最大的民国

建筑，也曾是沅陵城制高点。一场大火

后，它只剩一个框架。

5月10日， 记者来到沅陵县老人民

医院临街的南门外。医院的外墙虽然完

整， 但墙壁上的玻璃大多已经破损，靠

东面的墙被大火熏得黑乎乎的。记者在

雄鹰公司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进医院，

发现医院已被烧得只剩一个框架，屋顶

已不复存在，医院北边一楼到五楼的木

地板全部烧光，北边三到五层的钢梁被

烧得严重变形。

住在医院附近的宋太平目睹了2月

18日的那场大火。“火是下午6点烧起来

的，由于大楼北边都是木板楼梯，所以

起火后迅速蔓延。幸亏大火是从北边二

楼烧起的，当时里面有20多个农民工和

七八个孤寡老人，消防部门及时赶到，才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被烧坏的“文物”成烫手山芋

“我要是知道这幢房屋是文物，当初

根本就不会买。”雄鹰公司董事长熊泽英

告诉记者，2001年县政府修建防洪堤

时，将老人民医院连同周围12亩地作为

工程款抵给金马公司，当时这幢房屋还

不是文物，且转让协议中约定：金马公司

需在3年内对这幢房屋进行拆除。不久，

这幢房子被评为沅陵县文物保护单位，

但县文管所并未及时通知金马公司。

2003年，金马公司转包给五强溪施

工队。 此后，12亩地与医院一起抵工程

款， 辗转落入施工队手中。2004年6月，

房子过户给施工队包工头熊泽英，同

月，她注册沅陵县雄鹰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2005年， 房屋产权由个人过

户至沅陵县雄鹰房地产开发公司。

熊泽英说，2004年7月23日沅陵北

溶乡山体大滑坡后，200多名灾民安置

于此。至今仍有七八户一直住在里头不

肯搬走。还有一些捡破烂的流浪汉也住

了进来，所以拆迁工作迟迟没有启动。

颇具戏剧色彩的是，失火前十多天，

这幢老楼与马路巷另9幢宗教建筑一起

打包，被批准为省级文物。

事后，雄鹰公司曾请怀化市房屋鉴

定办公室对医院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表

明这幢房屋是危房，建议整幢拆除。

但县文管所提出，怀化当地没有公

司有鉴定文物为危房的资质，要求当地

在5月10日前将处理结果报给省文物

局，并表示即使是危房，也是文物遗址，

拆除得报国务院批准。

“文物”修缮费该由谁出

熊泽英认为不该由雄鹰公司负责

修缮。当年政府将县老人民医院转让给

金马公司时， 这幢房屋并不是文物，县

文管所将其评为县文物保护单位后的

几年里都未告知所有人。雄鹰公司买这

幢房屋是为了拆除后进行房地产开发，

而不是买回个文物进行保护。现在即使

要修缮，费用也应由政府承担。

对此，沅陵县文管所表示，医院连同

周边其他几个老建筑，一同打包列为县

文物保护单位后，每年春节时，都给这些

老建筑的所有人或管理人送发了消防

安全通知书，所以这些老建筑的所有人

或管理人是知道这个建筑是文物保护

单位的。

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非国有不

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 保养。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

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

当给予帮助。县政府在这个月里将会召

开政府常务工作会议，研究包括修缮老

县人民医院房屋在内的文物保护问题。

“对于如何保护私有文物，文物部门

感到很困惑。” 县文管所有关负责人表

示，县文物保护部门对私产文物的保护，

主要是告知与指导私产文物所有者如

何保护， 比如经常提醒其注意安全防

护，装修改造必须请有古建改造资质的

公司。

历经沧桑的沅陵县老人民医院将

有怎样的未来？能否重现湘西最大民国

老建筑原有的风貌？本报将继续予以关

注。

才被列入“省级文物”，沅陵最大民国老宅失火

“记忆之楼”无人修缮成废墟

“楼主”：烧坏的“文物”想拆拆不了 文管所：所有人必须修缮“私有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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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距离沅陵县老人民医院2月18日发生大火已过去80多天，被烧得只剩一个框架的五

层大楼依然矗立在沅江边，与周边22层高的从文广场相比，显得很不协调。

由于沅陵县老人民医院在今年1月被评为省文物保护单位，沅陵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4月22日

发文，要求这幢大楼的所有人———沅陵县雄鹰房地产公司（下简称雄鹰公司）在5月10日前必须启

动抢救性修缮设计方法的编制，并尽快实施修缮。但雄鹰公司认为，当年政府转让这幢房屋时它并

不是文物，而且发生大火后房屋成为危房，应马上拆除；即使要修缮也应该由县政府承担修缮费用。

这座承载县城记忆的老建筑，在大火中遭遇严重损毁。因为其拥有“省文物保护单位”与“私产”

两个特殊身份，这场大火后，烧出了私产文物的保护难题。 ■记者 甄荣 实习生 刘翠曼 葛琳

前身

对于沅陵县老人民医院的历史由来，当

地流传有多种版本。有的说是美国人在民国

初年修建的天主堂医院， 有的说是天主堂，

而且对于其最初修建的年份也有不同说法。

由沅陵县史志办提供的沅陵县地方志

丛书记载，1938年在县城下南门动工修建天

主堂医院，历时4年竣工落成。医院设住院部、

门诊部、化验室、开刀房，有病床40张，医师6

人，护士7人，首任院长是郭里芬（荷兰人）。

1944年，医院因抗战迁往保靖，翌年迁

回沅陵。 因当时医院门诊部被日机炸毁，在

医院内另设门诊部。1949年9月沅陵解放，不

久医院也改由中国医师任院长。

在沅陵县老人民医院旁的马路巷，自幼

在这长大的84岁老人李美德印证了这一记

载。医院原本没有5层，现在的第五层是新中

国成立后修建的，所以第五层的建筑风格和

下面四层不同。

1938年修建的天主堂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