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美家庭”刘娟娟一家的幸福秘诀：

爱是一直牵着你的手
湖南娱乐频道《我
是大赢家》 劲爆福
利来咯！

品“大桥”味 登黄鹤楼一
日游第三季开始招募啦！

“大桥鸡精” 现面向全长
沙市民招募啦！邀请您到武汉
品尝汉派美食、登黄鹤楼眺长
江美景。
活动招募时间：

6月7日 详细地址： 长沙
县水渡坪社区（长沙县041县
道西150米）

6月8日 详细地址： 长沙
市芙蓉区藩后街社区

活动招募方法：在《我是
大赢家》活动现场购买35元以
上大桥系列产品，参与现场抽
奖，即有机会获得品“大桥”味
登黄鹤楼武汉免费双人一日
游， 每场活动限2个名额仅限
成人及身体健康、活动方便人
士参与，敬请理解。）。（详情请
届时到活动现场咨询。凭本报
纸前往活动现场即可领取小
礼品一份。

参观流程：统一安排时间
在长沙高铁南站集合，乘高铁
抵达武汉，专车送往味好美武
汉公司，参观味好美公司体验
馆， 中餐在味好美公司享受
“大桥”美味，下午专车送往黄
鹤楼景区，感受黄鹤楼上远眺
长江之壮丽，“晴川历历汉阳
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之美景。
团员晚餐后专车送往武汉站
乘高铁返回长沙南站，自行安
排交通安全回到温馨的家，活
动圆满结束。

注：本次活动全程不含任
何隐形消费。 经济信息

5日上午，株洲市副市长何朝
晖在炎陵县启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万人宣传活动。当天，株洲
市炎陵县、茶陵县、攸县、醴陵市、
株洲县、天元区、荷塘区、芦淞区、
石峰区等县区根据株洲市统一安
排， 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
“六·五”世界环境日“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万人宣传活动。

活动采取文艺表演、环保实践、
展示宣传展板等形式， 形成了市县
“上下联动、同频共振”的宣传阵势，
共展出宣传展板170余块，悬挂环境
保护宣传横幅100余条，接受现场咨

询3000余人次，免费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5万余份。 此次活动将低碳、环
保这一理念贯穿于人们的生活点滴
中， 旨在倡导市民自觉践行绿色生
活，共同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者、
实践者、推动者，坚决不做生态环保
的旁观者。

何朝晖说， 株洲市将不断推
动生活方式绿色化， 实现生活方
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 低碳
绿色、生态环保的方向转变，力戒
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争取早
日实现碧水蓝天美丽新株洲。

■李永亮 文红武

株洲市县联动纪念世界环境日

这是一段现代版灰姑娘和王
子般唯美浪漫的真挚爱情； 这是
一个母慈子孝、夫妻恩爱、和睦温
馨的最美家庭。 这个家庭的男主
人叫李炜，女主人叫刘娟娟，两人
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这个看似普通的家庭， 却因
为女主人特殊的人生经历而显得
与众不同： 女主人刘娟娟虽然从
小因病失明， 但家人一路陪伴关
怀，如今的她正能量满满，生活更
是绚丽多彩。

身残志坚金牌不断

刘娟娟家住长沙市雨花区左
家塘街道窑岭社区。

“我能成为今天的我，一切都
得感谢我的家人。” 刘娟娟回忆，
一岁时她因一次高烧导致失明，
虽家人带着寻遍天下名医， 终也
未能挽回。

酷爱游泳的刘娟娟不到十岁
便进入省队，因为看不见，在备战
亚运会的集训中， 泳池边上的瓷
砖碰得她手臂鲜血直流， 她哭着
向爷爷哭诉要回家。“我从来没有
把你当作不一样的孩子看待，希
望你要坚强。”爷爷的话，给了她
满满的力量。

正是这种自小锤炼的坚韧不
拔， 造就了今天多才多艺的刘娟

娟： 累计在国内国际大赛中获得
22金6银1铜；退役后被湖南中医
药大学录取， 后进入长沙市中医
康复医院成为一名按摩医师，首
创了中医特色科乳腺治疗中心。

结婚五年幸福满满

2007年夏，刘娟娟遇到丈夫
李炜。 两人刚开始确定恋爱关系
时， 这段爱情不可避免地受到世
俗的质疑和不理解，“他高大帅
气， 家庭条件和工作都比较优
越。”刘娟娟说，最开始身边人都
不看好这段婚姻， 但李炜态度坚
定，他希望给她温馨幸福的生活。

“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呵护
你， 做你的眼睛， 牵着你走一辈
子。” 李炜这么说也这么做到了。
他成长在一个有着优良家风的大
家庭，父母深明大义、和睦相亲，
视刘娟娟为己出。

当这个小家庭迎来了健康活
泼的宝宝后， 大家庭变得更加温
馨。宝宝不到两岁，就知道凡事都
牵着妈妈的手， 做妈妈最贴心的
小棉袄。刘娟娟满脸笑意地说，丈
夫当了爸爸后也更懂担当， 家里
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得熨熨帖帖，
结婚5年，始终如一，幸福满满。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唐元华 韦美妃

本报6月5日讯目前株洲
河东风光带的主要景点均已
陆续开放， 出于慎重考虑，赋
予其灵魂的文化墙几易其稿，
一直未定。日前，株洲市委市
政府就此与设计方清华大学
的专家再次进行磋商，最终确
定突出人文定位、打造一条独
具株洲特色的湘江风光带。株
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要求，深挖
株洲文化亮点，本月确定文案
及设计初稿，年底基本竣工。

株洲市是一座老工业城
市，近年来，其在生态宜居、
文化挖掘上取得了瞩目成
绩。目前，该市已分别在神农
广场、 河西风光带集中展示
了炎帝文化、铁路文化。按照
规划， 清水塘地区将建工业
遗址公园、工业博物馆，陈列
工业文化。

清华大学的专家们在深
入调研株洲的城市“性格”后
发现， 株洲河东风光带沿线
为老城区， 不仅涵盖中心商
业区，还生活着大量居民，于
是提出，在近1公里的河东风

光带文化墙上， 以时间为轴
线渐次打开株洲的历史文
化、风土人情，以此集中展示
株洲的人文文化。

按照初步的设计方案，
株洲河东风光带从株洲大桥
至天元大桥间， 在其40米标
高以上的防洪墙上将依次设
置城市印记、历代名人、诗咏
株洲等篇章， 游客不仅在此
可以看到株洲的昨天、今天、
明天， 还能欣赏到国内首屈
一指的书法碑拓园， 体验丰
富多彩的休闲运动设施。

与此同时， 湘江风光带
白石港下河街区域将进行保
护性开发， 打造具备良好设
施、 文化氛围浓厚的历史感
老街，唤醒人们的城市记忆。

株洲当地的文化名人以
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株洲河
东风光带的设计方案提出了
建议和意见，多数人认为，以
人文文化引领株洲河东风光
带的文化设计定位清晰，但
不宜设置过多篇章。
■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潇雅

本报6月5日讯 今日，常
德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制造
销售假冒茅台、五粮液等高档
白酒团伙案，警方共捣毁生产、
仓储、销售窝点7个，查获各种
年份和品牌的假酒1700多箱，
涉案金额2000多万元。 目前，
该案首批13名犯罪嫌疑人被
检察机关移交至法院起诉。

案件涉及陕西西安，安
徽合肥，广东广州、东莞，浙
江温州和湖南常德、长沙、永
州、娄底、岳阳等省市，涉案
24名团伙成员全部落网。

2016年6月13日， 常德
市公安机关接到群众举报：
一方姓男子向其经营的烟酒

店销售了100多万元的高档
假茅台酒， 警方成立专案组
展开侦查。 经过两个多月的
侦查， 民警掌握了方某的假
酒来源于长沙某市场附近的
贵州人张某夫妇、崔某夫妇、
卢某夫妇和澧县的樊某、高
某、黄某等造售假团伙。

2016年 9月 9日下午，
100名民警兵分多路，分别在
常德、 长沙抓获犯罪嫌疑人
16名， 捣毁假酒生产销售和
仓储窝点7处。专案组又奔赴
多地，成功抓获李某、郑某、
刘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扣押
假茅台酒、假五粮液酒300多
件。 ■记者 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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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河东风光带将构建文化长廊
40米标高以上的防洪墙依次设置城市印记、历代名人、诗咏株洲等

常德破获特大假烟假酒制售窝案
查获大批假茅台等，涉案2000多万元

6月5日，湘西经开区马
鞍山隧道， 技术工人在进行
线路调试工作。 该隧道是连
接湘西经开区东区产业园和
西区产业园的首条隧道，长
950米、宽13.5米、高9.7米，
计划于6月底竣工通车。
刘振军 张术杰 摄影报道

湘西经开区
第一隧道将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