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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9月 19日

第 2015255期 开奖号码: 8 3 5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874
0

1260

1040
346
173

908960
0

21798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 9月 20日 第 2015110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5 07 16
下期奖池 ： 921225536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17 22 23 蓝球: 04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189
1972
86690

1540318

8780113

11
7
63

3112
59464

357105

0
111613
3000
200
10

5

653417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9月 20日
第 2015256期 开奖号码: 7 2 2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1233
1739
0

1040
346
173

1282320
601694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本报 9月20日讯 视
夜如昼、地震体验、3D打印、
太空飞行……19日上午，全
国科普日湖南（长沙）主场
第二届“欢乐科学节”在省
科技馆开幕，主办方准备了
很多科普活动，好玩得让大
小观众停不下来。

活动引来
2000多名观众围观

“哇， 那么多机器人
……”走进省科技馆，小朋
友们就被舞台上十几个机
器人吸引，因为它们正在跳
着整齐的“小苹果”舞蹈。

摆手、扭腰……十几个
跳舞机器人动作整齐一致，
伴随着音乐嗨翻全场。而研
发工作人员不停地讲解其
科技原理，把孩子们带入到
一个发明创造的神秘世界。

据省科技馆相关负责
人透露，这次活动采取免费
不免票的方式参观，包括4D
影院和球幕影院， 上午9点
开始发放票，首场活动就吸
引了2000多名孩子进馆游
玩。

3D打印馆
建成后首次开放

在今年的科学节上，
3D打印馆建成后首次开
放。记者看到，在蓝白相间
的展馆中，陈列着许多打印
后的展品。据介绍，这种新
兴的打印技术已经运用到
了很多行业中，例如精准度
要求很高的航天、 建筑行
业，对造型要求高的服装行
业等。

在打印空间里，7岁的
赵思锐小朋友对打印机打印
的一个玩偶非常着迷， 不断
地向工作人员询问。“他这个
材料是什么做成的呢？”“是从
玉米杆里提取的。”工作人员
告诉他， 打印机使用的材料
叫做PLA，从玉米杆里提炼。

为了鼓励赵思锐对科
学的探究与认真，妈妈决定
让他体验，给他打印了一个
3D模型。

“我们这里有36台摄像
机进行扫描，生成立体的三
维模型再打印。” 在工作人
员的操作下，赵思锐的虚拟

模型构建起来了，几个小时
后，他就可以拿到自己的打
印成品了。

互动游戏
启迪小朋友动手

“每个小朋友可以在家
人的带领下完成任务，领取
通行条码， 一共有10个游
戏，全部通过有奖品哦。”在
互动区域，“智勇大冲关”游
戏前排着长长的队伍，爱好
动手的小朋友们都准备去
冲关。

“油和水在一起时，不
能相溶， 所以要想别的办
法。”9岁的罗伊杰已经冲了
9关，却在第十关卡住了，因
为这一关考验的是三种物
质的密度。虽然有妈妈的提
示， 但他最后也没能够通
关，遗憾出局。

“这是考验孩子动手能
力，也教育他们游戏中的物
理益智知识。”在“愤怒的小
鸟”游戏中，每个团队以家
庭为单位，融合力学、平衡
原理等知识，寓教于乐。

■记者 李琪

机器人跳“小苹果”，3D打印玩具
第二届“欢乐科学节”在省科技馆开幕 3D打印空间首次开放

本报9月20日讯 昨日上午，长
沙美莱医疗美容医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 宣布正式导入JCI国际医疗认证
评审培训，将通过进一步优化医院环
境、医师资质、正品渠道、先进设备、
贴心服务、 优质管理六大金标准，以
践行品质医美，倡导行业责任塑美。

据长沙美莱医疗美容医院院长
刘恺介绍，JCI即国际医疗卫生机构
认证联合委员会，其认证模式得到世
界卫生组织认可。作为亚洲最大型的
医美集团，长沙美莱拥有中南地区首
屈一指的博士级专家团队。 汇聚中、
美、韩、日等地顶尖医美大师的权威
专家团队，17年为数万求美者成功
实现美丽梦想，创下超高优质口碑。

近年来，美容机构因无资质或假
资质而导致的医疗事故逐年增多。刘
恺提醒消费者，爱美人士如有整形需
求， 务必要对医疗美容机构执业范
围、规模、许可证等进行鉴别，对医生

进行资质审查，如有需要可在当地卫
生部门的网站查询了解。同时对于医
疗美容的填充物，消费者也应进行防
伪甄别，避免假冒伪劣产品造成严重
后果。

此外，长沙美莱也于近日开启了
第二季品质监督员的招募，监督员将
全方位体验美莱的问诊、咨询、检查、
治疗等服务，并对医院的各项服务细
节、医美技术、效果进行监督、评价和
建议，以进一步促成其“品质医美”的
服务提升。 ■记者 洪雷

长沙美莱导入JCI国际医疗认证评审培训

9月19日上午，湖南省科技馆，市民在观看机器人跳舞表演。 记者田超 摄

本报9月20日讯 “因生源大幅
增加，开福区史家坡学校拟修建总体
规划69个班的中小学校园。”17日，记
者从长沙市开福区工务局获悉，项目
已完成立项，并已通过长沙市规划局
召开的方案评审会，现正在审批总图。

新建校园总体规划69个班，按
照“一次规划、分期实施”的指导原则

进行方案设计，一期保证24个班正常
教学及配套， 食堂及学生宿舍（15%
住宿比）建设。

“在建期间会保证史家坡小学旧
址的正常教学，确保片区入学的便利
性。” 开福区工务局前期工作部唐部
长介绍。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谢文琼

教育

开福区史家坡学校拟建新校园

本报9月20日讯 昨日 18时
许，南航从珠海飞往北京的CZ3735
航班上，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吐血，航
班被迫紧急备降长沙。 在长沙重新
补油后， 该航班于19点22分再次起
飞前往北京。 经湘雅医院的全力抢
救， 目前该名旅客已经脱离生命危
险。

当天CZ3735航班于17点19分从
珠海起飞前往北京。17点58分，机上
乘务员突然发现一名40岁左右的男
子正在吐血。乘务组立即采取空中急
救措施，同时通过机上广播寻找医护

人员， 但飞机上并没有医护人员。在
了解情况后，乘务长判断该男子应该
为内出血，机长立即决定备降最近的
长沙黄花机场。

据同伴林先生反映，他与吐血的
男子李先生，均是黑龙江人，住在北
京，此次到珠海旅游。航班起飞时，李
先生就感觉到胸闷。 起飞后不久，李
先生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就喘不过
气来，开始吐血。经过湘雅医院的全
力抢救，至今日上午11时，李先生已
经脱离生命危险，医生初步诊断是消
化系统出了问题。 ■记者 梁兴

抢救吐血男子 飞机紧急备降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