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11日讯 市民阳先生

差点丢了家里最珍贵的宝贝： 他92

岁的老妈妈。 幸亏长沙的巡警帮了

大忙，不然后悔就来不及了。

今日早上8时45分，长沙雨花巡

警大队52号车组巡逻民警刘鹏、李

军祥接110指挥中心电话， 称在长

岭交警岗亭边有一名老人需要救

助。 两位民警找到了报警人张旷林

了解情况。张是的士湘AT1566的驾

驶员，早上8时30分左右，他在长岭

遇到一位老娭毑拦车，说要去衡阳的

女儿家。好心的张的哥担心老人身体

状况，不敢送老娭毑前往衡阳，又怕

老人流浪街头，于是打110求助。

在民警的仔细询问下， 这名老

娭毑自称姓阳，今年92岁，湖南衡阳

人，只说女儿70多岁，住在衡阳蒸水

桥边，对家人的其他情况都说不清。

民警联系110指挥中心，看有无人员

走失记录或报警， 又对老人的口袋

进行仔细搜寻。经过1个多小时的辗

转寻找后， 一位名叫王满春的过路

群众认出阳娭毑是她的邻居。原来，

今天早上， 阳娭毑和儿媳发生了一

点小摩擦， 阳娭毑心里不舒服，就

独自离家出走。 经过民警联系，阳

娭毑的儿子阳正善将阳娭毑接到了

家中。 ■记者 周红泉 通讯员 易浩

“最珍贵的宝贝”差点丢了

婆媳争吵，92岁老人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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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下期奖池：

中奖注数（注）

1

11

218

3112

40279

501574

单注奖金（元）

5000000

48794

1800

300

20

5

七

星

彩

8 0 1 7 4 2 2

8805408.95元

七星彩第 10067期

本期投注总额：20422142元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0年 6月 11日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移动发 CP到 1066125666，小灵通

发 CP 到 10661256， 联通发 CP 到 10621956， 包月定制 6元 /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２２选 ５第 10155期 本期投注额：2282476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32

2956

51171

单注奖金(元)

22336

50

5

中奖号码：03�07�11�20�22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 3、排列 5第 10155期 本期投注额：24073132 元

中奖号码 3� 3� 1� 6� 1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 � �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4 � � � � � � 100000

中奖号码 3� 3� 1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4417 � � 1000

组选 3� � � � � 6235 � � � � 320

组选 6� � � � � 0 � � � � � 16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想吃原味的粽子吗？找锦和园的周大妈吧

17年为邻居包粽，“牛角的、枕头的都能包” 拨本报热线报名免费给您包

6月11日，长沙市河西锦和园，周大妈在给邻居们包粽子。 记者 李丹 摄

发照片讲故事要报料，您尽管说

只要有意思，我们就原汁原味地告诉大家 0731—84326110

登录网址 http://sxdsb.voc.com.cn（三湘都市报） 手机参与短信请发至10658007846（短信平台）

■记者 杨艳 实习生 雷昕

长沙市民贺先生来电：我去

长沙世界之窗玩的时候，发现景

区的公共停车坪竟然被一家驾

校当做培训场。这地方人来人往

的，要是出了意外怎么办呢？

怕！易发交通事故

“人来人往的， 要是出了意

外怎么办？” 发现这个突然建起

来的驾校训练场，游客贺先生很

是担心。

在世界之窗正大门，已经修

建好的训练场相当打眼， 压饼、

倒桩、上坡起步的训练设施一应

俱全。贺先生告诉记者，前几天

就有新手在这个“半成品”的训

练场上过起了干瘾，而游客们则

在这里随意穿梭。

记者随后打听到， 这是长

沙县某驾校开设的培训场。6月

11日下午，训练场所处的公共停

车坪保安告诉记者，这个场地每

天有人来维护。而当记者问到是

否可以报名，怎样报名时，保安

回答“估计得10天左右，活动室

建好后就可以报名了。”

世界之窗一名检票员指出，

驾校训练场地处公共停车坪和

915路公交车停靠点之间， 到时

肯定导致停车、出行不便。

停！不能乱了规矩

“我们已经正式开出书面处

罚通知，责令该驾校马上停工。”

随后，记者联系了长沙市交通局

驾培处处长陈平， 陈处长表示，

在世界之窗景区门口建驾校训

练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陈平告诉记者，长沙县某驾

校属于县级驾校， 根据相关条

例，县级驾校不能到长沙城区设

点。“不然浏阳、望城、宁乡都来

长沙城区办驾校， 市场就会混

乱。”他表示，驾培处准备与场地

出租方进行协调，希望能将租赁

合同取消。

同时，陈平建议学员到正规

驾校报名， 去符合安全条件、具

备训练标准的场地训练。

“世界之窗”门口要开驾校？

长沙市交通局：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责令马上停工

长沙驰先生6月11日来电：父母

在我小时候离婚， 前不久父亲病故

并留下存款2万元。他生前好友刘叔

叔得知情况后，拿了一张3.2万元的

借条找我， 称这笔钱是我父亲生前

做生意时向他借的。我仔细核对了借

条上的笔迹，没有发现问题。我没有

兄弟姐妹，祖父母也不在了，我有义

务偿还刘叔叔的3.2万元欠款吗？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陈平凡律

师： 根据限定继承原则， 继承人应

当偿还被继承人的合法债务， 清偿

的债务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超

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 继承人自愿

偿还的，不受限定继承原则的限制。

本案中， 驰先生作为他父亲唯

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如果他不放

弃继承权，那么他在2万元遗产的范

围内对刘某承担清偿责任， 剩下的

1.2万元债务除自愿偿还外，不负有

偿还义务。如果驰先生放弃继承权，

则对这3.2万元债务可不承担偿还

责任。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许文裕

父亲生前欠债比遗产多

我该还钱吗

“粽叶背对， 折成直角匙状，

放米、肉条，托叶匙的手保持，配

合另一只手的动作， 将粽叶剩余

部分折盖上去……”6月11日上

午，长沙高新区中华锦和园内，仅

15秒的功夫， 一只鲜绿紧实的肉

粽就诞生在一位大妈手里。 包粽

子的就是周弘琰大妈，从1993年

退休开始， 她便每年义务替大家

包粽子。

“每年一到四月， 蓼叶出来

时，大家就提着粽子原料找我，有

一年我单给一户邻居就包了300

多个。”周大妈说，今年从4月底开

始， 她已经断断续续包了300多

斤了。同时，周大妈还告诉记者，

因为包得多了， 她还研究出一套

节约原料的好办法，10斤米可包

140个粽子， 而且只需要50分钟

就能包好。

周大妈告诉记者， 到现在她

还记得第一次给邻居包粽子的情

景：“那一年我买了些蓼叶和米在

楼下包粽子，一位邻居看见了，硬

是要买我包的几个粽子。”周大妈

难为情地说，“我当然不肯要钱，

就免费送给她了。可从此以后，我

包粽子好吃的名声就在小区传开

了，大家都过来要我包，后来我干

脆每年端午就在小区免费给大家

包粽子， 邻居只要提供原料就

行。”

长沙市高新区

中华锦和园小区居

民6月11日来电：我

们小区有个周大妈，从1993年

开始，每年端午都会给邻居义

务包粽子， 她包的粽子紧实、

口感好，而且种类多。我们吃

了她包的粽子后，都吃不惯外

面卖的了。 她这个人很热心，

说如果长沙市其他的人想吃

原味的粽子，她都可以免费替

他们包。

■记者 黄静 实习生 雷昕

看到周大妈忙得不可

开交， 邻居们多少心里有

些不好意思。 老邻居周银

华说， 自己已经连续吃了

7年周大妈包的粽子。“她

包的粽子真的好吃，紧实、

细腻，口感也好，而且种类

很多，原味、鲜肉、香肠都

有， 吃惯了她的粽子还真

吃不惯外面卖的了。”周银

华告诉记者， 由于每年都

请周大妈包粽子， 她想方

设法想给周大妈一些手

工费， 有一次还差点因为

这让周大妈发火。

周大妈倒是快人快

语：“大家都是街坊， 帮衬

帮衬一下是应该的。 况且

包下粽子， 也花不了多大

的力气。” 记者采访时，慕

名赶来的邻居已有20多

个， 周大妈向记者打趣：

“差不多整个小区的人都

过来了。”最后，热情的周

大妈还向长沙城的所有市

民发出邀请，“大家只要不

嫌弃，有想吃粽子的，都可

以带上原料找我，牛角的、

枕头的我都能替你们包。”

如果您有需求， 欢迎

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

84326110。

电话报名，免费给您包连续17个端午节义务包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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