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中突遇变故，急需筹钱渡难关。怎么办？一位女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
举动———在朋友圈向300人各借1000元，一共30万，计划按顺序，每个月还
5个人，5年还清。

这位女孩叫张海林，湖南大学2006级新闻专业学生。最近，她借钱并提
前两年完成还款计划的故事，刷爆了朋友圈。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14日

第 2019066期 开奖号码: 3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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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
0

898

1040
346
173

722800
0

155354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感恩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14日 第 2019029期 开奖号码

红球: 32 17 33
奖池累计金额 ： 122930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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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08 11 蓝球: 10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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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1157
61274

1166185

9596595

6
1
41

2298
45241

389871

0
302115
3000
200
10

5

8343406

周炜遗失湖南大学本科
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
证书编号：930024，现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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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 郴州市消防支队在中国石化郴州分公司油库举行灭火救援实战拉
动演练。中石化郴州油库G-106号汽油储罐因为不明原因引发罐体内的燃油“燃
烧”，罐壁上方出现裂口，并形成地面流淌火，火势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趋势，毗邻
罐受到严重威胁。全体消防员迅速开展水炮冷却着火罐及邻近罐，扑救地面流淌
火、高喷车出泡沫炮灭火等一系列作战科目。通过应急演习检验了消防队伍的应急
预案和装备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达到了演练预期效果。

通讯员 赵军 记者 张洋银 摄

2015年6月的一个晚上，
27岁的张海林正在加班，突
然接到开卡车的父亲慌慌张
张打来的电话， 说开车时撞
到了人， 对方的情况似乎很
严重。而就在两个月前，海林
的母亲突发脑出血住院，差
一点离开。

连续遭遇意外和变故，
海林的家中已经捉襟见肘，根
本无力赔偿。海林参加工作还
没几年，而且4天前刚刚换了
新工作，自己没有太多积蓄。

海林的弟弟打来电话，
说家人想出门躲债。此时，站

在杭州炎热嘈杂的街道上，
海林大声训斥着弟弟的想
法。 电话那头， 弟弟向她大
喊：“你根本不知道家里的情
况 !”海林挂掉了电话，站在
一处喷泉边，浑身发抖。她感
受到了怕， 担心这个意外和
变故将父亲和家庭打垮。她
很清楚， 此时给家里打回一
笔钱， 才是给父亲最实在的
帮助。

彷徨无助之余， 海林在
个人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
“我需要30万， 我寻找300位
朋友，每个人借我1000元，多

了拒收，少了也拒收，只接受
微信转账， 我会清楚地备注
和记得，我欠300个人，每人
1000元。按照我目前的薪水，
不过度影响我生活的情况，
我每个月可以还5个人，我需
要还5年，这当中不排除我工
资不断上升以后， 我会加快
还款的速度。每一个1000元，
我会在以后的某一天还回
去。 关于我自己， 我不介绍
了，不做背书，信任我这个27
岁姑娘人品和性格的人，给
我一份帮助。此后数月经年，
我做一个感恩的人。”

3月1日， 来自外地的张先生被公
司委派到长沙参加工作培训。 培训结
束后， 准备驾车回家的张先生感到肚
中饥饿， 途经长沙市芙蓉区紫薇路时
看到路边有一家炸臭豆腐的路边摊，
于是他停车下去购买了一份。 回头一
看，旁边恰恰是一家彩票店，他信步走
了进去。 刚好听到前面一位彩民的欢
呼声：“这张中了50！”一时好奇的他也
上前购买了2张福彩“点球大战”。刮完
第二张后， 他将信将疑地把手里的票
递给了店内的销售员， 询问自己到底
是中了多少钱。销售员接过票一看，激
动地喊道：“你中大奖啦！是20万！”

3月4日一大早， 张先生兴冲冲地
赶到长沙市福彩中心兑取了自己的20
万元大奖。 本次大奖的出奖站点正是
位于市芙蓉区紫薇路46号的43014786
投注站。

上周双色球中出头奖24注 奖池累
积金额12.57亿元

3月 4日至 3月 10日 ， 双 色 球
2019025～2019027期，共中出头奖24

注。2019027期开奖结束后， 奖池累积
金额为12.57亿元。

在上周双色球开奖中， 共中出头
奖24注。2019025期中出头奖5注，单注
奖金947万多元， 中出二等奖74注，单
注金额37万多元；2019026期中出头奖
10注，单注奖金668万多元，中出二等
奖 105 注 ， 单 注 金 额 20 万 多 元 ；
2019027期中出头奖9注， 单注奖金为
740万多元，中出二等奖223注，单注金
额12万多元。

上周双色球头奖、 银奖数量较为
“保守”，但分量十足，三期开奖中双色
球一等奖奖金金额均在500万元以上，
二等奖金额均在10万元以上，2019025
期双色球单注二等奖奖金金额达到37
万多元。 经济信息

◆谢梓晨(母亲：李赛玲，父亲：谢军
强)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861004，声明作废。

◆杨永萼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0903200360,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龙文娟
（身份证号码：4302241988070818
24）遗失报到证，声明作废。

◆梁瑞仁、 伍桂花遗失由耒阳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给的耒房
权证蔡子池第 00100200 号、耒
房权证蔡子池第 00100201 号
房屋所有权证，均声明作废。◆李康术遗失由耒阳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发给的耒国用
（2002） 第 039 号国有土地使
用权证（出让）及耒房权证蔡
子池第 00014763号房屋所有
权证，均声明作废。

◆罗艺锦(父亲：罗承华,母亲：李
荣华)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430814295,声明作废。

8446480113875895159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鼎极便民信息
经办热线

提示：使用信息需谨慎，经济往来勿盲目

无名氏 （取名李秀
兰），女，约 46 岁，身
高约 156cm，姓名地
址不详，2006 年 2 月
3 日由长沙市救助站

送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治疗，
2019 年 3 月 14 日因病抢救无效死
亡。 现发布认尸启事，望其家属和知
情人士自登报之日起 30 日内与我
院联系， 逾期我院将按有关规定处
理，联系电话 0731-85091584

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

认尸启事

◆周子恒（父亲：周涛，母亲：戴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462957，声明作废。

◆高宏科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430902001705,声明作废。

◆黄理遗失二代身份证， 证号
430121198603076711，声明作废。

湖大女毕业生诚信还款走红网络
事发：家中连遭变故 借款：找300位朋友，每人借1000元 还债：提前两年完成还款计划

与“点球大战”一等奖20万元不期而遇

2015年7月7日，海林借
款后的第一个月， 她开始了
第一次还款，还了五个人。

2018年7月20日， 海林
提前两年，完成了还款计划。

三年的还债过程中，海
林换了6份工作，工资也涨了
不少。

2016年底， 海林供职的
一家公司破产解散， 并且欠
了俩月工资。 解散第二天海
林就去了新公司上班。 每个
工作之间切换， 她休息最多
不超过10天。

而这三年里， 每一次还
款，都有一个故事。

有的人， 完全不记得借

钱这回事； 有的人误以为海
林在网上“调侃”别人；还有
的人， 却永远也还不回去这
一千块。

海林记得， 自己在给一
位陌生网友还钱时， 发现对
方把她删除了。 她几次重新
添加好友，并注明缘由，但都
没有通过。直到海林联系上
两人的共同好友妮娜，妮娜
却告诉海林———她走了!“我
欠她的1000块，再也还不上
了。”海林一直记得，这位陌
生人对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加油，都会好的 !”那是
2015年6月15日早晨7:26。

截至目前， 海林还有没

联系上的还款人， 和无论如
何都不肯接收还款的。 这些
人，海林都一一做了标注，她
计划把这些钱再捐出去，目
前捐给了一对凉山孤儿姐
妹、 一个内蒙单亲癫痫儿童
和一个脑瘤盲女，还有2.1万
元没有捐出。

海林说， 自己完成还款
计划是去年夏天的事，最近
突然在朋友圈走红，是意料
之外的事。不过，她还是常
常会想起2015年夏天的那
个深夜，300个人不计利息的
善心， 和300个人的信任。每
每想起， 她都觉得既幸福又
幸运。

海林的文章发出后，让
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询
问汹涌而来，她的微信炸了，
不停地有人加她、转钱、发一
个拥抱表情、安慰她“一切都
会好起来的!”海林则不停地
说着谢谢、 收钱、 加好友标
签、记上序号……

很短的时间， 海林就找
到了自己的300个“债主”。

这其中， 有一大半都是
陌生人。有人跟她说，1000元
不用还了；有人跟她说，可以
多借给她一点；也有人说，希
望自己借款的序号可以往前
排一点……但大家都选择相

信她。
向300个人借来的30万，

最终帮助海林渡过了难关。
海林说， 很多人或许想看看
这场信任试验会怎么样，很
多人或许没想过她真的会还
钱。但借就是借，她一定会一
点点还掉。

家中连遭变故，被迫借钱渡难关

一个晚上，300个人主动借钱

提前两年，完成还款计划

■通讯员 李妍蓉 记者 黄京

事发

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