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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深山失踪65小时 无人机“天眼”定位寻获
本报5月21日讯 日前，家

住长沙县青山铺天华村大屋组
的杨利娜老人在山中迷路，失
踪65小时，在多方救援下，老人
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今年60岁的杨利娜患有老
年痴呆症，5月11日9时许，看
着天气晴好， 杨利娜像前两日
一样，进山采笋。这一走，却始
终不见归来。

杨利娜失踪2天后，她的家
人向湖南省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求助。接到求助电话后，救援队
于14日0时25分赶到现场。由
于天华山林木密集，地形复杂，
加之已是深夜， 应急救援队队
员当即使用热成像无人机对山
地进行搜寻。

搜寻一段时间后， 在一片
山地的热成像画面上发现了一
个发热体。 救援人员在锁定的
位置成功找到了老人， 将老人
送往长沙市中医医院救治。

■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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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说到 福彩 双 色球 第
2019052期，总是让人兴奋不已，
一期游戏， 全国中出一等奖153
注，且单注奖金保持500万元以上
的成色。当期计奖后，奖池仍保留
5亿多元，不得不让人赞叹福彩双
色球游戏作为中国彩市航母，真
是实至名归。

当期，湖南彩民斩获3注一等
奖 ， 怀 化 溆 浦 县 国 税 局 旁
43123815站的彩民余先生成为
当晚的幸运者之一，近日，他在家
人的陪伴下， 现身省福彩中心领
取了511万余元的大奖。

余先生购彩有六七年了，最
喜欢的福利彩票游戏就是双色
球，但他不怎么研究红球走势图，
因为他觉得那太复杂， 规律太难

把握，他选择了“自选”几注看得
顺眼的号码，然后每期照打，而他
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蓝球
上。 双色球2019052期开奖当天
傍晚，余先生在43123815站研究
了半天蓝球，蓝球全部改成16，余
先生笑眯眯地收好彩票，心想：这
5注号码守了两年了，今晚会不会
有奇迹发生？

当晚10点多， 余先生照例拿
出手机，查双色球的开奖号码，先
看到蓝球是16，再看红球，发现与
自己选的有一组号码一个不差。
因为守了两年，所以对这5组号码
余先生非常熟悉， 马上就意识到
奇迹真的发生了， 他中了一注一
等奖。

虽然奖金的使用还未规划

好，但余先生表示，还会继续支持
福利彩票， 准备再自选1注红球，
连同之前的4注未中大奖的红球
号码，按照每期10元的节奏，继续
守号。 ■木子 经济信息

本报5月21日讯 5月20
日， 长沙市第四医院骨一科的
病房里，90岁的老教授刚刚从
手术台下来， 嘴里不停地说着
感谢的话。 随后老人竟然拿起
手机玩自拍，说要记录自己“重
生”后的珍贵瞬间，可爱的老人
惹得病友都笑了。

家住长沙市岳麓区的李奶

奶今年90岁了， 是一位退休的
教授，耳聪目明，思路敏捷。

近日在家活动时不慎跌倒，
被送入长沙市第四医院骨一科
治疗，接诊医生诊断为“股骨粗
隆间骨折”， 需要立即手术。
李奶奶担心能不能熬过手术难
关。 手术的成功让老人倍感开心。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杨芳

5月20日， 在长沙市开福区
通泰街街头寿星街社区的“扶贫
助残 温情满社区” 活动中，67岁
的欧阳建作为代表， 拿着自己的
花鸟国画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学画
经验。其实他是一位残疾人，但他
身残心不残，通过自己努力养活自
己，还抚养了同是残疾人的弟弟。

小时候， 欧阳建因为染上鼠
疫不幸落下终身残疾， 但他仍自
强不息地学习。2012年，社区为居
民开设了一个国画兴趣班， 他从
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年纪大了也做不了什么，我
就在家写写画画。” 欧阳建家中，
不到8平方米的客厅墙壁上挂满
了山水画、 花鸟画， 画作整齐精
美，色彩搭配也有风格。

2015年， 社区将欧阳建的画
拿去展示，得知背后的故事后，观
展者主动出钱买画。而收到的钱，
欧阳建一分不剩地又捐回了社
区，用来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之
后，欧阳建就决定，自己的画只能
用来义卖，而钱也是全部捐赠。

■记者 石芳宇

2014年，严柳英才41岁，她
就是高田村第一个要捐献遗体
器官的那个人。

严柳英天生一副热心肠，
7年前村里来了一台献血车 ，
她挽起袖子就上。“最近几年，
看到过很多报道捐献器官救
人的。” 严柳英很多次感动得
流泪，她决定也要成为一名捐
献者。

她开始找到村上，得知村里

不能办理手续。她又联系上了淳
口镇，最后得知要去浏阳市红十
字会才能签署协议。“我就自己
坐了大巴去，60多公里， 还挺远
的。”虽然家人还没有同意，她坚
持去办成了自己的事情，家人也
慢慢理解了。

对于被自己“感染”的村民，
严柳英表示，这本来就是对的决
定， 希望这样有意义的活动，有
更多人来参与。

本报5月21日讯 今天，浏
阳市淳口镇高田村的88位村民，
做了一个刷新传统丧葬观念的
决定———集体签署志愿书，在去
世后捐献自己的遗体器官。

同村人受捐器官获幸福

“人死本来什么都不能带
走，如果能救别人，那何乐而不
为？”56岁的朱际葵在《中国人体
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写下自己
的名字后，妻子和儿子也在一旁
填表。今天，他们一家三口一起
签下了遗体器官自愿捐献的协
议。

朱际葵是高田村一名普通
的农民。在他身边，还有几十位
老乡在排队， 等着签署这份协
议 。81岁的老人、23岁的小伙
子，一眼望去队伍中有白发也有
青丝。

“遗体和器官捐献”，这是一
个让许多人犹豫徘徊的话题。村
民们为何做这样一个大爱的选
择？“2014年的时候， 村民严柳
英提出捐献遗体器官。” 高田村
党总支书记张学文透露，当时村
委会的工作人员都很感动，将她
的事情编成信息，在村委会群里
和村民群里转发。

历来只认可土葬的村民，好
不容易转变观念接受了火葬；但
严柳英这个“颠覆”旧习俗的举
动，再次刷新了村民对“生死”的

观念。因为村里，有两位曾经病
危的村民，多年前接受了别人捐
赠的肾脏， 现在仍在幸福地生
活。

村民踊跃捐献遗体器官

2016年， 村民赵光兴也找
到了村委会，提出要和妻子张同
连一起捐赠遗体器官。张学文和
同事再次被触动，决定和这位70
岁的老人一起签署协议，并号召
村民们也来参与。“我们也是在
群里发出号召，结果不断有人报
名。”初步统计报名人数，联系浏
阳市红十字会， 经过最后的确
定，村里决定在今天举行这个集
中登记的仪式。

“我的 4个孩子开始不理
解 ， 但我坚持， 现在都同意
了。”今天上午，赵光兴在登记
仪式上，和妻子一起郑重地完
成了心愿。他坦言，可能现在还
有人不理解，但正确的选择和有
意义的行动，会潜移默化去改变
别人的。

看到这么多人签协议，湖
南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
管理中心副主任罗旭斌很感
动，也非常感激这些村民。他坦
言，活着时敢奋斗、有尊严、有
希望，离开时很静美、有温度、
有印记，也成了越来越多的人
的一种选择。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罗旭斌

刷新传统丧葬观念，潜移默化改变别人

88位村民的抉择：身后捐献遗体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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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第一个“吃螃蟹”，感染了全村人

62岁的彭玲玲看起来，与普
通的农家阿姨没有两样。

谁会知道，18年前的5月，她
曾经因尿毒症在死亡线上挣扎；
因为受捐了两个肾脏，她才健康
地活到现在，含饴弄孙，享受天
伦之乐。

其丈夫张德达告诉记者，
2001年农历五月初六， 因呕吐
等“胃病”一直在治疗的彭玲玲
晕倒，家人赶忙把她送到了中南
大学湘雅三医院。结果医生告诉
他，妻子不是胃病，而是尿毒症
晚期，换肾是唯一生存的机会。
幸运的是， 彭玲玲在医院住了2

个月时， 匹配到了合适的肾源。
如今18年过去，彭玲玲依旧健康
安好， 她的身体和肾已经完全
“融合”。

“我找过医生好几次， 想去
找到捐肾给我的人，去他家里感
谢，医生不同意。”彭玲玲说，自己
每一天都非常感恩， 总觉得有个
人陪伴在身边，那是救命的恩人。

得知村里有人想捐献遗体
器官， 张德达赶紧去报了名，今
天第一个签下自己的名字。“我
年纪大了， 但身体如果有用，都
捐。”他说，这也是回报妻子当年
获得的救命之恩。

18年前受捐，“她”每天都感谢“他”

“自选”+“守号”=511万元大奖

余先生中奖的彩票。

67岁残疾人热爱国画 画作全部义卖捐社区
九旬教授不慎摔骨折 刚下手术台就玩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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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人士
自信展风采

5月21日，长沙市滨江
文化园，残障人士在志愿者
的帮助下登上舞台表演节
目。当天，长沙市开福区残
联举办全国助残日主题活
动， 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
企业、 爱心人士和残疾人
士踊跃参加。

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