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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下午， 湖南盛源旅
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员工李粤
玲因公殉职，29岁的美好青春
永远定格在了崀山景区防汛巡
查的山路上。 她是我省这次防
汛抗洪中首位牺牲的女性。7月
3日，省妇联追授李粤玲“湖南
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噩耗传来，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师生深感震惊和痛心，这
位笑靥如花的姑娘曾在该校求
学5年，深受老师和同学喜爱。7
月6日，回忆起昔日学子、同窗，
师生的悲痛之情无以言表。爱
笑、坚强、节俭、学习刻苦、乐于
助人……李粤玲留给老师、同
学的印象充满了正能量。

刻苦上进、乐于助人，
为照顾母亲回家乡工作

2006年9月， 李粤玲从邵
阳新宁县的小山村考入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北京教学点， 就读
于会计电算化4班。 大三时，由
于成绩优异， 她获得了极少有
的专升本机会， 进入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商学院会计专业继续
学习，2011年6月毕业。

李米龙是李粤玲就读时的
班主任。时隔多年，李老师依然
记得这个家境贫寒但很爱笑又
刻苦上进的女生。“在校期间，
她曾多次获得校级奖学金和国
家助学金，还获得过‘优秀共青
团员’等荣誉称号。”

目前在广西工作的肖静是
李粤玲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提
起李粤玲， 她还保留着当年亲
昵的称呼：“小妹”。“小妹很爱
笑， 还有两个小酒窝， 非常可
爱！ 我们总说她像个小学生。”
虽然看着柔弱， 但这个小妹却
非常懂事、 很会照顾人。 肖静
说，每次她生病的时候，李粤玲
都会主动照顾她，帮她买药、打
饭、打水；班里有的男生学习跟
不上， 她也会主动牺牲自己的
休息时间帮他们辅导功课。

肖静记得， 由于家庭经济
条件不好， 李粤玲生活特别节
俭，而且学习非常认真刻苦。节
假日，女同学都喜欢出去逛街，
她却总是留在学校看书，“出去
玩，多少都得花些钱，她舍不得
……” 2010年，李粤玲的父亲
因病去世， 让这个家雪上加霜，
小姑娘变得更加懂事了。2011年
本科一毕业，为了多帮家里分担
些压力，李粤玲选择了远赴深圳
一家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刚去时
月薪只有3000多元， 她省吃俭

用，每个月都把大部分工资寄给
母亲。凭借着在工作中的认真细
心，李粤玲很快在公司内站稳了
脚跟， 到2015年时， 月薪已近
8000元。 但为了照顾身体日渐
衰弱的母亲， 她放弃了深圳的
工作，通过参加公开招考，回到
了家乡的崀山旅游管理局，成
为一名索道售票员。

昔日同窗悲痛追忆
牺牲前还在关心同学

7月2日早上， 李粤玲大学
时的班长罗知南突然收到同学
发来的一条新闻链接， 李粤玲
殉职的消息让他无比震惊。沉
寂的班级群里炸开了锅！ 消息
很快传回了母校， 中南林科大
的师生们都不禁扼腕痛惜。大
家纷纷自觉在网上点起蜡烛，
祭奠这位英年早逝的校友。

“耳边又响起你咯咯咯的
笑声……都说爱笑的女生运气
不会太差，你那么坚强乐观，从
不抱怨命运不公， 可命运却对
你不公！”唐娟是李粤玲读专科
时的室友， 后来两人又一起获
得专升本的资格。 在前往李粤
玲追悼会现场的长途车上，唐
娟在手机里记录下这段心路历
程，一路上泪水涟涟。

“上学时她习惯早起，又怕
打扰到寝室同学， 总是一个人
安静地在床上看书。” 唐娟回
忆，大二时，李粤玲准备考会计
从业资格证， 学网络系统管理
专业的她心血来潮也想考，李
粤玲极力鼓励她， 并在备考过
程中一路辅导、 督促，“最终我
顺利通过了考试， 这里头有一
多半是她的功劳。”就在牺牲的
那天上午， 李粤玲还曾特意发
过微信提醒在邵阳城区的她：
“发大水了，你要注意安全！”

在7月5日举行的追悼会
上， 崀山管理局负责人宣读了
母校发去的唁电：“我们为失去
了这样一位好校友而感到万分
悲痛， 李粤玲同志的高尚品质
和优良作风将永远激励广大中
南林科大学子不断前行！”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党委书
记赵运林饱含深情地说， 李粤
玲坚强上进、乐于助人、勇于担
当、不怕牺牲，用短暂的生命谱
写了一曲时代赞歌。

分布在全国各地没来得及
参加李粤玲追悼会的同学们约
定，这个周末一定要赶过去，看
看她家里的老母亲……

■通讯员 邹敏 记者 黄京

本报7月6日讯 在这一轮洪
灾中， 邵阳市新邵县新田铺镇2
岁多的谢宇航不幸溺亡，其父亲
谢玉文（化名）强忍着丧子之痛，
捐出了小宇航一双清澈的角膜。
今天，湖南省红十字角膜捐献爱
尔眼科接受登记总站负责人杨
丽红告诉记者，小宇航的角膜质
量很好，能够帮助至少两位角膜
病患者恢复健康。

7月1日，小宇航在父亲没注
意时跑出家门，跌落在涨了水的
稻田中，最终抢救无效离开了这
个世界。小宇航的离开，让中年

得子的谢玉文饱受打击。谢玉文
自幼家贫，一直到40多岁才好不
容易在他人的撮合下娶了媳妇。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谢玉文只能
靠在周边做零工养活家人，时常
为生计发愁。 有了儿子小宇航
后， 谢玉文没日没夜地干活，只
为替儿子撑起一片天。

悲伤过后，谢玉文听说人去
世后可以把角膜和遗体捐献出
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这位
苦了一辈子的农民，毫不犹豫地
拨通了邵阳市红十字会的电话。
省红十字角膜捐献爱尔眼科接

受登记邵阳分站的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赶到了医院，谢玉文流着
泪，在角膜捐献志愿书上一笔一
画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说，把
儿子的眼睛留在这个世界上，就
好像儿子还活着，对他、对妻子
都是一种安慰。

据杨丽红介绍，由于孩子的
角膜较小，需匹配年龄相近的角
膜受者，有需要的角膜病患者可
拨打电话400-6002002，尽快与
长沙爱尔眼库取得联系。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巧
实习生 黄佳艺 邓美华

为回馈广大彩民一直以来
对电脑型福利彩票的支持与厚
爱，推广福彩公益、慈善、健康、
快乐的品牌文化，进一步营造电
脑票销售氛围，湖南福彩“福彩
电脑票·惊喜约见您”（第二季）
将于7月10日盛大开启， 将由
“‘动物总动员’欢乐送”活动奏
响活动第一乐章。

7月10日至7月23日，凡在活
动期间购买“动物总动员”游戏
彩票且中奖的彩民，即可通过手

机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申报参
与活动。 活动共设826个获奖名
额，一等奖56名，二等奖350名，
三等奖420名， 按活动天数依各
奖等分14批次产生， 单日产生一
等奖4名，二等奖25名，三等奖30
名。活动期间，系统将按前一天参
与活动的单张彩票中奖额进行排
名，中奖额排名第1-4名，获得一
等奖， 奖泰国双人游名额1个；中
奖额排名第5-29名， 获得二等
奖，奖华为P9手机一台；中奖额排

名第30-59名，获得三等奖，奖雷
克斯牌山地自行车一辆。

在此，我们特别提醒彩民注
意，当日购买的彩票只能参与当
日的活动， 一张彩票限申报一
次，申报时间截至购买日次日的
0时；如出现中奖额相等的情况，
系统自动按如下步骤进行排序：
先按单张彩票金额从少到多进
行排序，再按彩票购买时间先后
进行排序，最后按申报时间先后
进行排序；每日的中奖结果将于
次日在湖南福彩网、湘彩传媒一
体机上予以公布；为增加本次活
动的趣味性，系统将每天分五次
实时更新参与活动彩票的中奖
额排名，并在湘彩传媒一体机上
予以公布，以方便彩民知晓当前
的排名情况，但这五次排名仅供
彩民做活动参考，不是最终的排
名结果。

看到如此丰厚的奖品，如此
新颖的活动规则，彩民们是不是
跃跃欲试了呢？ 动总达人们，还
在等什么，7月10日-23日，让我
们相约全省福彩投注站，惊喜大
礼等你抱回家。 ■左伊

经济信息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7月 6日
第 2017180期 开奖号码: 3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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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0

1332

1040
346
173

555360
0

23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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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月 6日 第 2017078期 开奖号码

红球: 18 24 22
下期奖池 ： 76387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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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7 05 19 蓝球: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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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1443
76921

1441788

6711520

7
4
51

3101
53113

239218

0
130568
3000
200
10

5

7387529

29岁的美好青春停在了防汛巡查的山路上，中南林科大师生含泪追忆李粤玲：

热心的爱笑“小妹”，节俭的顾家姑娘

“福彩电脑票·惊喜约见您”（第二季）盛大开启
———“动物总动员”欢乐送开启活动第一章

邵阳2岁幼童洪水中溺亡，父亲义捐其眼角膜

▲李粤玲简陋贫
寒的家。

▲李粤玲（右）与
室友唐娟合影。

▲

牺牲时， 李粤
玲的背包里还装着她
复习备考用的专业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