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开奖…

一年一度的动物狂欢节即将开幕，工作人员带着动物们在彩排。 记者 童迪 摄

秋高气爽好出游，在您的
身边有哪些动人秋景值得推
荐， 读者可拨打本报热线
96258与大家分享。

本报10月24日讯 温
驯又可爱的羊驼、 穿着白
色纱裙一扭一扭的黑熊、
装扮得像国王的大象……
长沙生态动物园第二届动
物狂欢节将在园内步行广
场举行，从10月26日持续

到11月24日（除周一周
二），周末活动时间安排在
10：00-10：30，其他时间
安排在12：00-12：40。

本报提醒， 市民游客
们在观看动物展示时，最
好不要太过靠近动物。动

物们虽然经过训练可以和人亲
密接触，但毕竟性格难以琢磨，
人群簇拥的时间太长了， 难保
它们不闹情绪。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彭可心 实习生 曹琳

晚报大道等6路段
明晚停气

本报10月24日讯 长沙新奥
燃气今天发布停气信息：为保障冬
季供气安全充足，将对部分路段进
行燃气工程施工，10月26日22时至
27日凌晨6时，将对东二环、晚报大
道、晚报西街、和光路、湘湖路、桑
梓巷等街道沿线用户停气。停气范
围内的居民请提前安排好自己的
生活。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颐佳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3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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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4日讯
长沙市民有眼福了，岳
麓山200多个品种上万
盆菊花开花了。 近期天
气晴好， 有兴趣的市民
周末可去岳麓山菊花种
植基地一睹芳容。

岳麓山菊花队队长
王勇介绍， 岳麓山景区
有50年的栽培传统，历
经几代花卉艺人的引
种、收集、栽培，现菊花
资源圃栽培和保留有
400余个菊花栽培品种。
其中不乏传统国内名种
和历届比赛品种， 如帅
旗、绿牡丹、叶公好龙、
独立寒秋、 白云叠翠等
等。 各种湖南传统栽培

形式的造型菊也在岳麓山
传承下来，有盆景艺菊、大
立菊、小立菊、悬崖菊、高
接菊、独本菊、多头菊、嫁
接多头菊等类型。

三年一届的中国菊花
展将在北京顺义举行，由岳
麓山景区选送的130多个品
种400多盆菊花已经早早搬
上全国菊展的展台，在首都
市民面前展示风采。不过长
沙市民也不用着急，岳麓山
一年一度的菊花展将在11
月1日正式推出， 展期半个
月。 菊花花期约为20天，喜
欢菊花的市民可要抓紧时
间观赏。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王文

索取小票方便找失物

许多市民都有打的遗忘财物
的经历， 大家是否知道如何寻找？
湘涂公司介绍，最好的办法是索取
打的小票。小票有车牌、时间及地
点，查起来相当快捷。日前，沈女士
乘坐湘AT8203从中南大学至德雅
村，下车时不慎将手机遗失在车座
上，沈女士立即拿出小票拨打公司
电话，联系到的哥谭庆武。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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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11～23℃ 晴
株洲 11～23℃ 多云
湘潭 14～24℃ 晴
衡阳 11～23℃ 晴
岳阳 12～25℃ 晴
益阳 11～23℃ 晴转多云
常德 11～23℃ 晴转多云
娄底 13～23℃ 多云转晴
怀化 13～23℃ 多云转晴
邵阳 9～23℃ 晴
郴州 11～24℃ 晴转多云
永州 12～25℃ 晴转多云
吉首 9～22℃ 晴
张家界 10～26℃ 晴

湖南14市州明日天气

芙蓉路部分路段提质
夜间交通管制

本报10月24日讯 长沙市交
警支队今日通报，芙蓉中路人民路
至侯家塘路段部分路幅提质改造
工程于10月24日至11月4日进行，
施工时间为每天的22时至次日凌
晨6时。施工期间，途经管制路段的
车辆改由两侧辅道通行。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娟

活动： 现在拨打96258�，
预约金点原子超B级锁芯+金
点原子防撬盖， 可享原价480
元，现价280元的优惠。此优惠
仅限三湘都市报96258专供！

张阿姨住在湘江世纪城，
前几天花230元更换了市场价
280元的超B级金点原子锁，原
以为占了大便宜，与朋友一起
闲聊时才发现自己上了当。

张阿姨拉着记者，“你看，
这就是我花了200多元换的锁
芯， 后来我去隔壁五金店问
了，这是十字锁，才100元。”张
阿姨想起自己门口张贴的换
锁电话，再次拨打过去，对方
一听来意， 便挂断了电话。为
此，张阿姨后悔不已。

96258专业开锁郭师傅就
介绍，目前很多市场上流通或
者网上销售的所谓“超B锁”虽
然价格便宜，但是质量并没有
保证。郭师傅提醒市民：明显
低于96258价格的超B级锁都

可能存在一定 的问题，很多锁
具来路不明，大多锁具是外观
仿冒， 内部仍然是普通锁芯，
技术性开启也就几秒钟，不具
备防盗功能。

为了证明所说话的真实
性， 郭师傅随机找来几款市民
常用的“超B级锁”，接着拿出专
业的开锁工具， 先用钥匙把市
场上买来的所谓“超B锁”反锁，
然后用开锁工具插入里面，最

后用手 柄摇晃几下，只听“咔
哒咔哒”几声响，短短五六秒的
时间，“超B锁”已经被打开。

郭师傅介绍， 超B级锁的
锁芯结构很复杂，和普通的锁
套上模具的生产不同， 每一个
结构都需 要单独生产， 在生产
工序和时间上都需要较长时间，
成本较高，所以价格较贵。经公
安部门检测，真正的超B级锁芯
270分钟内无法技术性开启。

换锁骗局多，认准96258
最近， 长沙开福区万熙园的刘

娭毑退休了， 在外地工作的儿子买
了台二手电脑，让她看韩剧，可电脑
运行越来越慢，有时还无故死机。为
此，刘娭毑在小区外找了家维修店，
给电脑杀毒 、更新软件，可是没过
几天， 电脑又罢工了， 维修店却不
管，老板说，电脑再次返修，还得另
外交钱。

刘娭毑很生气， 她想起初次找维
修店修电脑时，老板没有出示任何收费
标准， 也没有任何的书面维修承诺，如
今，电脑又出故障了，她只得吃哑巴亏。

隔壁楼的黄大姐听说后， 推荐
她拨96258热线请个电脑专家，“花
点小钱就能包年，专家随时上门，我
炒股、看连续剧全靠96258”。刘娭毑
一听挺靠谱，也打算试一下。

96258便民服务中心拥有专业
的电脑维修团队，快速上门，专业解
决各类软硬件问题，96258还能提供
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的维修。

除了电脑
打印机、复印机都能修

随着2013《快乐男声》的落幕，
华晨宇、欧豪、白举纲等年度10强成
为这一选秀舞台上新涌现的人气偶
像，在众多歌迷的翘首期盼中，他们
的全国巡回演唱会也随之拉开序
幕。2013快乐男声总决赛之后的首
次答谢演唱会将于10月26日（周六）
2013快乐男声将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
震撼的视听盛宴。26日晚的演唱会
上， 快男团队将会用最真诚的心来
回报大众， 给现场的观众和粉丝留
下一份刻骨铭心的记忆。订票热线：
96258（25日订票有优惠）

快乐男生，周六宁乡唱响
订票热线：96258

时间：2013年10月26日20:00
地点：宁乡县一中体育场
票价：980元/680元
订票热线：96258

超B级锁

周末来场“岳麓山赏菊游”
赏秋时节，本报热线96258邀您推荐身边美景

交管…

停气…

动物狂欢节明天开幕
黑熊“公主”大象“国王”与你有约

10月24日， 长沙市岳麓山，
菊花盛开， 连小蜜蜂都忍不住
来观光。 实习记者 唐俊 摄

互动

推荐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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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彩民揽获
双色球头奖904万元

本报10月24日讯 今晚，
双色球第2013125期开奖，红
球 号 码 为 04、06、08、18、25、
28，蓝球号码为16。当期全国
共中出8注一等奖， 我省喜中
其中1注， 单注奖金904万余
元。中出这注大奖的福地为长
沙 开 福 区 双 拥 路 134 号
43019663站点。

与此同时，本期全国共中
出双色球二等奖308注， 单注
奖金10万余元，湖南彩民喜中
6注。当期计奖结束后，双色球
奖池金额为1.2亿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侯小娟 通讯员 钟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