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0日讯 “湘女
湘情，我行我秀”，5月20日下
午，由湖南省妇女联合会、湖
南日报报业集团、 湖南省商
务厅等指导， 湖南日报新媒
体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的2018
“湘女秀”大赛首场启动赛在
长沙拉开帷幕，益阳、常德、
张家界等7个分赛区赛事以
及湘女精神网络征集活动也
同步开启。

比赛现场，选手们在舞台
上通过旗袍秀、才艺展示等环
节展示湘女之美。经过激烈角
逐，梁伟、杨秀凤、廖丽从8名
选手中脱颖而出， 获得2018
“湘女秀” 长沙启动赛的前三
名，从而获得湖南半决赛的直
通门票。据介绍，本届湘女秀大
赛旨在挖掘发现一批具有“知
性美”的新时代“湘女”，突出展

示“湘字品牌”和“非遗文化”。
除了精彩纷呈的选秀大

赛， 本次活动还为关爱留守儿
童作出贡献。“湘女秀” 大赛组
委会携手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
基金会联合发起“湘女·给留守
儿童的520”活动，推广搭载了
专业幼儿心理愈疗方案及语音
解析交互技术功能的“小恩”智
能陪伴机器人。 现场爱心企业
认捐的500台机器人也将赠予
省内各市州留守儿童。

活动会通过在湖南14个市
州的选拔赛， 甄选出各市州参
赛选手结对帮扶贫困家庭、儿
童， 以发挥赛事活动在公益慈
善方面的带头示范作用， 通过
湘女秀大赛活动特有的影响
力、 关注度来号召和倡导更多
的人来关注社会公益慈善事
业。 ■记者 黄亚苹

本报5月20日讯 “现在
朋友喊我出去喝茶、出去玩，
一个电话， 我就开着车子去
聚会了。”20日上午，拿到C5
驾照不到半年的平江汉子刘
传忠笑着说，“感谢国家和驾
校给了我们像正常人一样驾
车的权利。”

今天是第28个全国助残
日， 在湖南省残联维权部指
导下， 长沙市远征驾校今日
上午启动了“精准扶贫 助你

出行” 免费C5驾考三年行动计
划。“2010年至今， 远征驾校已
帮助1000余名像刘传忠这样的
残疾人朋友圆了驾驶梦， 贴本
500余万。” 长沙远征驾校党支
部书记、校长张建明表示，2018
年起到2020年， 远征驾校面向
全省建档立卡或低保的残疾人
每年提供100个免费C5驾考名
额， 同时每年为高校50名贫困
学生提供免费驾驶培训。

■记者 杨昱

本报5月20日讯 今天，湖
南省康复辅具技术指导中心举
行了“慈心扶弱助残，共享一片
蓝天” 第28次全国助残日主题
活动暨湘康·善基金成立仪式。
据悉， 湘康·善基金落地湖南康
复辅具中心，创新了“康复+慈
善”新理念，今后将通过基金平
台，筹资建立残疾人心理康复治
疗室，开启物质帮扶与精神援助
相结合的现代康复新模式。

湘康·善基金继2018年1月
获准成立后，正式面向社会公开
运行。根据成立批复，湘康·善基
金主要用于扶老助残，即关爱特
困优抚对象、孤残儿童、见义勇
为英雄和因公致残先进个人等。

活动启动了公益“圆梦计
划”，根据计划，湖南省康复辅
具技术指导中心将依托湘康·
善基金， 共筹措价值约1000万
元款物用于开展扶残帮困活
动。 其中，100万元用于帮助荣
誉军人残疾对象，400万元用于
低保和建档立卡困难家庭肢体
残疾对象免费治疗、200万元用
于社会肢残人士救助行动、联
合爱心单位共同救助听力残疾
对象100名，联合爱尔眼科集团
湖南区共同资助100万元用于
帮助视力障碍残疾对象1000
名， 联合湖南四叶草基金会救
助100例精神障碍患者家庭。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宋显达

相关新闻

本报5月20日讯 机器人
“比武”展示，泥书、棕编、剪字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体
验， 心肺复苏急救演练……昨
天，2018年湖南（长沙）科技活
动周开幕式在长沙市开福区滨
江文化园举行。19日至26日，一
大批前沿科技和优秀科普展览
将亮相， 为市民奉上一场科技
盛宴。

开幕式为第十二批湖南省
科普基地授牌， 并颁发第七届
湖南省优秀科普作品奖、2018
年全省科普讲解大赛优胜者奖
等奖项。 岳麓区荷叶塘社区共

享之家科普基地等基地被授予
第十二批湖南省科普基地。

据了解，2018年科技活动
周将呈现人工智能、信息通讯、
新材料、生物等方面的新技术、
新装备、新产品，展示重大科技
专项成果、重大科研装置；举办
互动、 体验、 参与性的科技活
动。科技活动周有开幕式、湖南
省科普讲解大赛、 全省优秀科
普作品评选等十大主体活动。
同时， 省直相关单位以及各市
州也将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各种
系列主题活动。
■记者 陈舒仪 通讯员 任彬彬

本报5月20日讯 写无字
天书、 做水果电池、3D打印装
饰品、和机器人互动、在显微镜
下探秘微观世界……社区里也
能上演这些实验室里才有的景
象。今日下午，长沙开福区福元
路社区以“身边的科学———社
区科普游园会” 的方式开展了
一场公众科技传播活动，将“高
大上”的科学实验室搬进社区，
吸引了300多名居民参与。

记者了解到， 居民们在现
场不仅能观看科技展览区的微
观世界探秘、3D打印、 互动机
器人； 还能参与到科学实践区
的叶脉书签制作、 树叶拓印环
保布袋、造纸术等实验中。

福元路社区党委书记姜慧
表示， 此次游园会以好玩的游
戏引起大家的兴趣， 让晦涩难
懂的科学“飞”入寻常百姓家。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汪梦媛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19日

第 2018132期 开奖号码: 9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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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713
0

1040
346
173

491920
2466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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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20日

第 2018133期 开奖号码: 6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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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8
0

2425

1040
346
173

1734720
0

41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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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5月 20日 第 2018057期 开奖号码

红球: 19 15 20
下期奖池 ： 94492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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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05 蓝球: 13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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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1586
82648

1554204

7944600

9
5
57

2940
57255

284295

0
129386
3000
200
10

5

7219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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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周启动，10道科技大餐等你来
持续到26日 将呈现人工智能、信息通讯、新材料、生物等方面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

本报5月20日讯 驾驶员
夜间在高速上行驶时，很容易在
一些线形变化明显的路段发生
事故，有没有办法能提前提醒驾
驶员即将驶入特殊路段呢？为
此，长沙理工大学的师生们研发
了一种“自发光—可自洁”的智
能仿生水泥路面， 在夜晚时，这
种路面可以自己发光，从而为驾
驶员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今
天，在“PTV杯”第十三届全国大

学生交通科技大赛决赛中，这个
智能仿生水泥路面项目获奖。

团队负责人高英力教授介
绍，这种路面使用了特殊材料，
因此具备自发光的性能， 能大
大提升夜间行驶的安全性。高
英力表示， 它的研发及运用可
大大提高高速公路关键路段
(如陡坡、急弯、路桥交界处、隧
道出入口等)安全系数。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喻玲

在公共场所，突遇有人心脏骤停，你会正确施救吗？开幕式现
场， 省人民医院展示的心肺复苏配合“救命神器”（自动体外除颤
器，简称AED）的急救演练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看体验。记者获悉，
像消防栓一样，目前长沙一些商场、地铁站等公共场所配备“傻瓜
版”AED，但很多市民还不知道其存在或者不敢用。志愿者向大家
演示了“救命神器”的操作步骤并表示，这种可简易操作的电击除
颤器，能够让非专业人员迅速使用，帮心脏病突发患者恢复心率。

提醒 长沙公众场所配有“救命神器”

这种路面能发光，保障夜间行驶安全

社区里有了“科学实验室”

湖南成立湘康·善基金
筹集1000万元款物
扶残帮困

每年100个C5驾考名额
免费向残疾人提供

挖掘发现一批具有“知性美”的新时代“湘女”

2018“湘女秀”在长沙启幕

5月20日，2018“湘女秀”大赛首场启动赛在长沙拉开帷幕。 记者 黄亚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