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是父亲犯错， 一个是永失父爱，两
个孩子何其无辜。 如果您愿意帮助这两个
陷入 困 境 的 家 庭 ， 请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0731-84326110。

11月23日，长沙市桂花村附近，小乐乐每天都抱着爸爸生前送给她的布娃娃。她说“爸
爸变成小熊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记者 武席同 摄

本报11月23日 今天，校园DJ争霸
赛在湖南大学启动。 这是湖南大学、中
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12所高校联合
开展的“校园全媒联盟”的首波活动,将
在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商学院、大众传媒学院、湖南工业

大学、 常德文理学员6所高校进行海选，
通过晋级赛、复赛、总决赛的层层选拔，
角逐前十强，并最终产生冠亚季军，为期
一个月, 胜出者有望成为省人民广播电
台的一员，并获万元奖金。

■记者 胡抒雯

在长沙租住了十多年，好不容易攒钱
在老家建了房子，还没来得及粉刷，他却
不能住进去了。11月10日， 一辆三轮摩托
车将34岁的吴伟撞倒在地，尽管司机鲁海
军马上把他送到医院， 但吴伟还是离世
了。一场车祸让两个家庭有了交集，两个
年幼的孩子都少了依靠。

“撞人司机很老实”
吴伟34岁，湘阴人，十多岁起就来长

沙打工，2002年与同样来自湘阴的吴妹莲
结婚，两年后，女儿乐乐出生，吴伟便很少
让妻子出去打工了。几年里，两人省吃俭
用攒了几万元，又借了几万元钱，终于在
老家建了房。

11月9日， 吴伟给住在捞刀河附近的
亲戚祝寿，第二天上午从宾馆出来，在北
二环附近被身后开来的三轮摩托车撞倒
在地，再也没有醒来。

“撞人司机很老实，那里没有摄像头，
他其实可以跑掉的，但是他没有。”小舅子
吴有田说，当他得知鲁海军靠收废品为生
时，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

“爸爸变成了小熊 ”
吴伟的女儿乐乐今年6岁，听说“爸爸

死了”，她的理解是：“爸爸变成小熊了，再

也不会回来了。”
“小熊”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布娃娃，是吴

伟在做水电工时，别人送的旧玩具。
撞人的鲁海军家境同样困窘，他跟吴伟

年纪相近， 妻子几年前离家后没了音信，他
在树木岭租了个门面收废品，和年迈的父母
及3岁多的儿子住在一起， 车祸后赔偿的一
万元钱全是借的。

两家孩子生活令人担忧
吴有田一再强调， 自己碰到不少好心

人，“肇事司机家境不好， 他们村上却捐了
5000多元给我们，办案的交警开着私家车带
我们奔波，开福区的民政部门还帮我们申请
特困基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目前，鲁海军被开福区检察院以涉嫌交
通肇事罪批捕，老父母及幼儿失去了全部经
济来源；吴妹莲说，她现在最担心女儿，而且
家里还欠着修房子的债，她一个人实在负担
不起。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陈橙

收废品的鲁师傅撞上了打工的小吴，一个被批捕，一个永远地离开了

车祸后，最让人担心的是两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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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手表 DV
操作简便 / 小巧精致 / 美观实用

采用 SO原装石英机芯，走时精准；超酷
的外形设计适合各类人群佩戴；100 深度防
水，深海潜水，游泳，洗澡皆可；表壳采用 904L
精钢打造，倍显品质。因其便于携带的特点是
上班、教育、媒体、旅游、医疗、生活等领域的
实用工具，深受广大用户青睐。

◆蓝宝石材质表面
本款手表的表面由一块蓝宝石制成，具

有较高的硬度，清晰透亮，做工非常精细，更
通透，清澈和明亮，表盘数字清晰可见。

◆904L 全精钢表身
本款手表，选用了独特的 904L 不锈钢

打造。904L应有极优异的抗侵蚀性，广为化
学工业所选用。 904L 是一种坚硬的超级合
金，而且能够高度磨光，丝丝入扣。

◆500万像素高清拍摄
行业顶尖设计，超清晰 500万高清摄像

头，支持 DC拍照和 DV摄像功能。 让您随
时随地想拍就拍，畅享便捷拍照的乐趣。

◆内置式麦克风
内置式麦克风隐藏于手表把头中间，可

以应用于演播室、录音棚、广播电台、舞台演
出、野外等任何场合录音。 音头部分使用纯
金镀膜片，具有低噪音、高感度输出等功能，
可以精确复制极微妙的声音，并给拾取传统
传声器所不能拾取的高频信号。

抢购热线
0731-84326371

/ 特别声明 /
�����禁止使用本摄
像录音手表拍摄他
人隐私、 窃取他人

私密信息、知识产权等行为，一切违法行
为所造成的后果由使用人完全负责。

◆重要会议录音 ◆重要现场采访录音

拍照 / 录音

USB 接口

内置麦克风

时间调节

◎高清摄像
◎海量 U盘
◎高清拍照
◎清晰录音
工 厂
直销价

集摄像、录音、拍照、存储于一体的高清智能腕表，物超所值！

开关机 / 录像 指示灯

摄像头

499元

007 专用摄像手表遭抢购

超级大乐透第 11138 期
本期投注额：861930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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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11月 23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 3、排列 5第 11320期
本期投注额：23155414 元

中奖号码 8� � 7� � 0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7848 １０００

组选 3 0 ３２０
组选 6 1811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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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选 5第 11320期 本期投注额：19679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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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3日讯 “昨天中午12点断
的水和电，到现在都没有恢复，我今天连中
饭都没吃。”今天，家住在长沙市岳麓区可
可小城小区的周先生说，从昨天中午开始，
小区停水停电，这日子真难过。

今天下午， 记者来到长沙市岳麓区可
可小城，只见4个黄色铁吊塔堵在小区进出
的门口，一些业主聚在小区门口议论纷纷。

“我们是招标进来的物业公司，现在想
给业主恢复供水电， 设施却被破坏了。”小
区物业是长沙市高新区麓景物业， 负责人
吴强正在向业主们解释停水停电的原因。

吴强说， 停水停电和堵门已经是第二
次发生了。早在11月3日，施工方就进入配
电房强行把小区的电停了， 还把小区水泵

上的增压水泵线路剪断了，导致4层以上的
业主家中都没有水。

“据我们了解，是因为开发商欠了施工
方工程款。”吴强称，这一次，施工方直接将
水电设备的线路破坏，“我们向有关部门反
映了，不见有人来处理。”

在小区业主的指认下， 记者找到了堵
门的施工方工作人员。 负责小区施工的是
长沙建工集团，相关负责人承认，堵门确实
是因为工程款与开发商有了矛盾。

“堵门的不是我们，是劳务公司，他们也
是被逼的。”这名工作人员说，开发商兴元房
地产开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被拘留，拖欠了
公司工程款，“公司的施工设备都是租的，每
个月有上百万元的租赁费用，收不到工程款
只得停止运转，所以租赁设备的劳务公司就
来堵门了，希望能收到工程款。”

记者始终联系不上开发商。下午，派出
所民警和小区辖区内城管工作人员赶到小
区，协调施工方将塔吊移开，但民警和城管
一走， 塔吊又重新堵了回来。（王先生提供
线索，奖励30元） ■记者 李琪

施工方开发商掐架
连累业主断水断电

6大高校海选校园DJ

本报11月23日讯 2012“乐购雨花”
购物消费节昨日开幕， 平日游走于东
塘、红星等商圈的市民，可在2011年11
月23日—2012年2月6日的活动期间，坐
享四大主题活动送出的亿元消费回馈。

本届消费节主要包括“喜乐地一站

式消费之旅”启动仪式、第五大道商业街
时尚服饰节、井湾子家居文化节、东塘商
圈购物节四大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商家
将会奉送打折、买送、抽奖等多重大礼，
让市民得到实惠和惊喜。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段萍

“乐购雨花”开幕 亿元消费回馈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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