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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资讯

湖南机场2018冬航季
航线数量同比增加18%

本报10月28日讯 今天上午8:
45，一架从成都飞来的国产ARJ21客
机徐徐降落至衡阳南岳机场的机坪
上，随着舱门缓缓开启，衡阳市民期
盼已久的成都航线终于顺利通航，
标志着雁城与蓉城的空中快速通道
正式连通。

本次新开通的成都航班由成都
航空和东方航空两家公司共同执飞。
其中，成都航空公司执飞成都-衡阳-
泉州航线，班期为每周一、三、五、七，
由国产ARJ21机型执飞；东方航空公
司执飞成都-衡阳航线， 班期为每周
二、四、六，由空客A320机型执飞。

其中， 成都航空公司执飞的
ARJ21新支线飞机是中国首次按照
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飞
机，座级78座至90座，航程2225公里
至3700公里，主要用于满足从中心城
市向周边中小城市辐射型航线的使
用，于2015年11月29日正式交付成都
航空进入市场运营。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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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游戏进行第2018124期开奖，
我省彩民喜获1注双色球千万大
奖，中奖彩票售出于株洲芦淞区龙
泉路24号龙家茶楼的43039266福
彩投注站。

25日， 中奖彩民吴女士就和
家人一起来到省福彩中心领取幸
运大奖。吴女士买彩多年，每期都
会去投注站买上几注双色球，特
别钟爱复式投注。 每次购彩前都
会研究一下走势图， 然后根据自
己的心水码选出一注复式号码，
号码的搭配一般按心情来定，这
次中奖彩票是一张7+1的复式
票。问及选号秘诀，吴女士不好意
思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选号秘

诀，每次我都会研究一下走势图，
但大部分时间最后还是随意选的
号码。”由于是复式投注，除了中
得1注一等奖外， 还收获了6注三
等奖， 而此次中奖正值双色球10
亿大派奖期间，一等奖派奖500万
元， 所以吴女士获得的奖金总计
1430万余元。

目前， 正值双色球10亿元大
派奖活动期间， 采用复式或者胆
拖投注的一等奖中奖者和六等奖
中奖者， 将会有一份特别的奖上
奖。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总额为4
亿元。 每期安排2000万元设立一
等奖特别奖， 由当期采用复式或
胆拖投注的一等奖按中奖注数均
分，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500万

元。六等奖特别奖，奖金总额预先
安排6亿元。每期对当期采用复式
或胆拖投注的所有六等奖按每注
5元派送固定奖金。 ■青争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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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彩民爱复式，千万大奖抱回家

1995年， 曾宪国成为郴州
永兴县黄泥乡东泽村的一名村
医，驻守山区23年，用精湛的医
疗技术，一次次将生命垂危的蛇
伤患者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他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乡
村医生崇高的职业道德和献身
人民健康事业的可贵精神。

精心学医
只为守护山区的人们

郴州和永州同处湘南版块，
眼镜蛇、蝮蛇、烙铁头蛇、五步蛇、
竹叶青蛇、银环蛇等剧毒蛇分布
在这里的深山老林和田间地头。
当地被蛇咬伤的人难以计数，死
亡案例也几乎每年发生。

1997年夏天， 与曾宪国十
分熟络的一村民被银环蛇咬
伤， 因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而
丧命。看着这些悲剧的发生，曾
宪国很痛心，他四处学习，先后
拜师莽山“蛇博士”陈远辉和国
内蛇伤知名教授钟满森、 李信
平门下， 掌握了国内先进的蛇
伤诊疗技术。

1998年9月， 曾宪国诊治了
他的第一例蛇伤患者，到目前共
治疗了2500名蛇伤患者。这些患
者中，99.9%得以痊愈，他成为了
远近闻名的“蛇医”。

在曾宪国接诊的蛇伤患者
中，毒性最凶猛的就属眼镜蛇。

为了救治这类患者，曾宪
国制定出不少“独门秘方”，
让更多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
20多年下来，曾宪国坚持草药
自己采，药汤自己熬，保证药

物的效果。
2017年， 曾宪国独创的

“曾氏蛇伤溃疡外治疗法”，曾
被湖南省卫计委、湖南省中医
药管理局共同评为“湖南省中
医药专长绝技项目”。

安于清贫
却减免十多万元医疗费

有技术，有名气，认识他的
人都以为， 这个医生一定能发
家致富。 可曾宪国多年来都过
着并不富足的生活， 还经常对
一些贫困家庭患者不收费。

2005年6月，距离曾宪国诊
所60多公里的七甲乡清塘村，
村民王玉宝被蛇咬伤， 生命垂
危。半夜接到的急救电话，曾宪
国骑着摩托车在漆黑的山里跑
了2个多小时，终于赶到了王玉
宝家中。当时，患者已经出现了
死亡率超过80%的弥散性血管
内凝血； 曾宪国经过23天的抢
救，将他救了过来。

100多公里的来回路程，
23天的精心救治，采药、熬夜、
敷药， 救治王玉宝让曾宪国花
了很多时间与精力， 但得知他
的家庭特别贫困， 曾宪国减免
了他的医药费。

“蛇伤患者大多数是青壮
年，是在劳作时被咬。他们上有
老，下有小，是家中的顶梁柱，
救一个人的命便是救了一个
家， 这也是医生该做的事情。”
曾宪国笑着说。 根据初步的统
计， 曾宪国这些年为蛇伤患者
减免了10多万元医药费。

正是凭着这颗善良的心，
在2013年的“寻找最美乡村医
生”大型公益活动中，曾宪国被
推选为“特别关注乡村医生” 。
2015年， 他被提名为“德耀中
华·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
人。 ■记者 李琪

中国民航开始执行2018年冬航
季航班计划了，起止日期为2018年10
月28日至2019年3月30日。据悉，湖南
机场新航季计划航班由60家公司执
行，通航城市118个,航线260条，航线
数量较2017年冬航季同比增加18%。
其中，长沙机场今年冬航季换季时刻
量同比增加5%，在中南地区主协调机
场中增量第一。

2018年冬航季，湖南各支线机场航
班增长较快，支线机场通达性及航班
密度大幅提升， 干支结构调整明显。
其中， 长沙机场新航季由58家航空公
司计划执行直达国内外117个城市（机
场）的190条定期航线，占长沙机场航
线总量的61.6%，同比提升7个百分点。

■记者和婷婷 通讯员张慧

他扎根深山23年，只为守护蛇伤患者
曾宪国独创蛇伤外治疗法，20年治愈2000多人，为贫困家庭减免十多万元医疗费

衡阳人可以直飞
成都、泉州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 年 10 月 27日

第 2018293期 开奖号码: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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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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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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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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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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讯 对
于株洲的驾驶员来说，今后
出门如果忘带驾驶证也不
必担心扣分了，掏出手机展
示自己的电子驾驶证即可。
记者今日从株洲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获悉， 从即日起，
株洲市驾驶员可以申请电
子驾驶证了。

记者关注“湖南公安服
务平台”微信公众号，随即
弹出一条提醒：平台目前仅
在株洲试点运行， 试点期
间，不能办理株洲以外地区
的业务。随后，记者登录平
台注册并进行实名认证后，
即生成电子驾驶证，再点击
“个人中心”的“电子驾照”
项， 即可生成电子驾照。此
外，下载“湖南公安服务平
台”APP也能操作。

株洲市交警支队秩序

大队副大队长甘立强介绍，
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可以
使用电子驾驶证接受处理
罚 款 金 额 在 200 元 以 内
（含）， 驾驶证记1分、2分、3
分、6分的情形，且处理后其
驾驶证记分不得超过12分。

交警提醒，车辆仅限湖
南牌照的车辆，交通违法行
为发生地仅限在湖南省行
政区域范围内。公安机关交
通警察对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人应当采取扣留机动车
驾驶证行政强制措施或是
给予暂扣、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处罚的， 不得使用电子驾
驶证。同时，电子驾驶证是湖
南省公安厅推出的便民措
施， 所以请各位车主驾车出
行时， 尽可能要携带纸质实
体驾驶证。 ■记者杨洁规

通讯员 彭晚华

出门忘带驾驶证不再慌
株洲启用“电子驾驶证”

电子驾照图。 记者 杨洁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