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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039 期 本期投注额：16712808 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注数(注)
1
6
212
2789
32961
389903

单注奖金(元)
5000000
72704
1800
300
20
5

中奖号码 0 6

27120652.31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20

提醒…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4年 4月 8日）

排列 3、排列 5
第 14090期 本期投注额：16183946元

奖级
直选
组选 ３
组选 ６

中奖注数（注）
6145
5416
0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8 3 8中奖号码

68 3 8 9中奖号码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9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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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17～23℃ 中雨
株洲 19～25℃ 阵雨
湘潭 19～23℃ 阵雨转雷阵雨
岳阳 18～24℃ 小雨转中雨
衡阳 20～24℃ 小雨
益阳 18～24℃ 小到中雨
常德 15～20℃ 小到中雨
娄底 17～23℃ 中雨转阵雨
怀化 18～24℃ 小雨
邵阳 17～22℃ 阵雨
郴州 19～27℃ 阵雨转多云
永州 20～27℃ 阵雨转多云
吉首 17～22℃ 小雨转阵雨
张家界 17～23℃ 中雨

湖南14市州明日天气

近日，网传“按国家生产标
准， 孩子用的笔帽上没有通气
孔的，都是不合格产品”。你家
孩子用的笔， 笔帽上有“救命
孔”吗？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长沙市
第八医院急救中心专家鲁医
生， 专家称选购笔帽上有通气
孔的笔， 确实能减少隐患。“小
孩子误吞笔帽， 如果笔帽没有
这个小孔，卡住气管易致窒息，
时间稍长就会有生命危险。”鲁
医生说， 如果笔帽上有通气小
孔，能有效避免窒息危险。

同时， 一些带有T字形笔
夹的笔帽， 也可防止窒息。假
如笔帽卡在孩子气管中，“T”
字形笔夹会在笔夹两侧撑起
两个空间，让气流通过。另外，
对于上幼儿园的小孩子，家长

可以在笔帽上缠一些布，增大
笔帽的体积，也可以避免孩子
误吞笔帽。

记者发现， 在国家质检总
局颁布的笔帽安全标准中，对笔
帽的通气面积、通气流量等都作
了详细的要求。质检总局的网站
上也图文并茂地描述了无孔笔
的危害，并提醒家长，“在给儿童
挑选笔类用品时，首先要关注的
就是笔盖上是否有通气孔”。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张明阳

实习生 张峰瑞

观鸟佳期来临，组团走起
在长沙能看到的野生鸟类有130种，上午和黄昏最宜观鸟

每年3月-5月是观鸟佳期，这时鸟儿的动作最为丰富多彩。记者从长沙市野生动
植物保护协会了解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每个周末都将有一场观鸟活动，有兴趣
的市民可拨打该协会电话0731—89720789报名。

给孩子买笔，先找“救命孔”

笔帽的透气圆孔。 记者 唐俊 摄

近年城区环境改善， 大量的鸟类开始在长沙市中心重新出现
并定居，有麻雀、斑鸠、白鹭、伯劳、白头鹎、八哥等。长沙市野生动
植物保护协会这几年还监测发现了3个鸟类新品种： 紫翅椋鸟、黑
领椋鸟、黄头鹡鸰。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陈月红

长沙环境改善
新增3种鸟类

我省蔬菜价格回升

本报4月8日讯 省商务
厅2日—8日对我省86种主要
食用农产品监测结果显示，与
前一周相比，食用油、鸡蛋和
蔬菜价格上涨。

商务厅方面介绍，4月初，
我省蔬菜处于换季阶段，夏季
菜还未大量上市，市场供应以
大棚菜和外地菜为主，蔬菜价
格经历了3月份的持续下降后
开始止跌回升。目前我省天气
暖和，雨水充足，本地菜生长较
快，外地菜调运力度大，全省蔬
菜市场总体供应充足，价格基
本稳定。预计后期蔬菜价格上
涨空间不大。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杨田风

菜价…

观鸟黄金时段
上午和黄昏

据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
协会工作人员介绍， 看水鸟冬
季比较好， 看林鸟春夏季比较
好。一天中，鸟类一般在清晨最
为活跃，鸣叫、觅食最为频繁；
中午大多数鸟都会隐蔽休息；
下午又开始活跃起来，觅食、回
巢等。所以在清晨5时至上午10
时、下午4时左右至黄昏，这两
个时段观鸟最为适宜。

这个季节， 能看到的是留
鸟和夏候鸟， 主要品种有白头
鹎、麻雀、八哥、金翅雀、白鹭、
乌鸫、喜鹊、画眉、黄鹂、鹩哥、
大山雀等。 在长沙一年当中能
看到的野生鸟类有130种左右。

观鸟有何益处
可练专注力

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会长周灿英介绍，观鸟是指
在自然环境中利用望远镜、鸟
类图鉴等设备，在不影响野生
鸟类正常生活的前提下观察
和欣赏鸟类的一种娱乐活动。
在观察鸟的形态、动作时，观鸟
人得保持静状、专注守在观鸟
点， 这都需要耐力与恒心。另
外， 一些观鸟活动如要了解鸟
类每个季节的习性，还需要长
期的持之以恒。因此，观鸟活
动，有助于提高人的专注力。

长沙县松雅湖湿地公园
位于长沙县北部， 北至

捞刀河，南至滨湖路，东至东
六线（北段） 和东八线（南
段），西至松雅河，常见白鹭、
凤头麦鸡、野鸭等鸟类。

长沙观鸟好去处

洋湖湿地公园
位于岳麓区靳江河

南侧， 洋湖大道以北，潇
湘南大道东线以西，公园
内有专供白鹭等湿地鸟
类的栖息地，市民可通过
观鸟屋观鸟。

宁乡金洲湖湿地公园
位于宁乡经开区东侧， 东起金洲湖坝，北

以堤坝为界，西至珍洲坝、美女山后，常见鸟类
多以水鸟为主，有白鹭、池鹭、红嘴鸥等。

■制图/杨诚喜讯

望城千龙湖、 团头
湖湿地公园

位于长沙市西
北部，东连靖港镇，
南接格塘镇， 西邻
益阳市赫山区，北
接宁乡县朱良桥
镇，常见夜鹭、白脊
灵等鸟类。

省植物园、烈士公园
常见灰喜鹊、山

斑鸠、松鸦等鸟类。

望城大泽湖湿地
位于望城区金星大道东侧，这是目前长

沙城区最后一块天然性保持较好的沼泽类
湿地，统计到15目45科135种鸟类。其中，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小天鹅、小鸦鹃、白尾鹞、红隼、黑冠鹃隼、短
耳鸮、鹊鹞、阿穆尔隼、斑头鸺鹠等10种。

体彩开奖…

长沙彩民
喜中500万大奖

本报4月8日讯 4月8日
晚，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玩法
第2014038期开奖。 当期开出
的红球中奖号码为04、07、22、
23、24、33，蓝球为16。

本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9
注，单注奖金500万元。我省长
沙彩民揽获其中1注， 中奖地址
为长沙县星沙镇松雅湖畔A5栋
136号43015103站点。 这是我
省今年中出的第15注双色球头
奖。同时，本期全国还中出二等
奖111注，单注奖金29万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侯小娟

通讯员 李冬

福彩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