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正在开店吗？你打算开店吗？你计划扩张吗？你的店

在地铁沿线吗？ 如果是， 请关注本期华声网络电视重点推

介：对话湖湘商界精英，听他们策一策开店的“生意经”。

30个月地铁修筑的冰封期， 看五一商圈的领军人物怎

样化挑战为机遇？详情敬请登录tv.voc.com.cn，零距离聆

听，学学品牌营销与创新。

征集：“华声网络电视” 欢迎更多原创DV， 来稿请传至QQ：

919064448�或加入QQ群43649181参与互动。 不专业没关系，水

平不高也没关系，只要好看好玩有味道……《华声网视》就会采用。

记者阵地·新闻背后

网络电视·对话湖湘精英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背后的故事，

或者想找记者点兵点将一对一， 请登录

http://sxdsb.voc.com.cn“找记者”频道。

社区俱乐部·策在长沙

滚动播报·新闻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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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0年 8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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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1 期 本期投注额：2021782 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55

3194

51116

单注奖金(元)

10461

50

5

中奖号码：03�06�11�14�20

中奖号码：0 6 6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5706� � � � � � � � 1000

组选 3� � 5507 � � � � � � 320

组选 6� � � � � 0� � � � � � � � � 160

排列 ３、排列 ５第 10231期 本期投注额 22820192元

中奖号码：0� � 6� � 6� � 0� � 2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4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31选 ７ 第 10099期 本期投注额：717684元

下期奖池：1820300.99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派送一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0

5

31

389

744

5627

0

单注奖金（元）

0

0

1500

５０0

50

20

5

0

中奖号码：03�11�12�15�18�20�31�1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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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发帖】

Litganni�：昨天（8月16日）晚上我

骑电动车经过这里摔了一跤，狂晕咧！

小倩儿：我要是晚上走，估计掉了

一半进去了。

风雷： 呵呵，十字架井盖。这就是

要路人直接去见耶稣了。

SUN：何解是掉了一半咯？未必不

会整个掉进去啊？

白考儿： 图省事也不是这么个搞

法吧 。

三湘都市报：这个“洋气”的井盖

在哪里咯？

Litganni�： 长沙河西银盆岭路，裕

湘小学门口。

【记者核实报道】

8月17日上午，记者找到了网友所

说的这个井盖，井盖位于银盆岭路上，

距离岳麓区裕湘小学大门约8米远。丢

失的井盖直径约1米，一个木质的十字

框卡在井盖下方的水泥槽上。 裕湘小

学传达室的张大爷说， 这个井盖是四

五天前丢的，当时他还报了警。报警那

天并未找到井盖的产权单位， 所以他

只好自己动手做了个简易井盖。

（全媒体记者王为薇）

【网友接龙】

Litganni�：17日晚上， 井盖又穿了件

更“灰醒”的衣服了，井被盖住了半张脸。

旁边还搁了块水泥板。

东东爱毛毛 ：真正的井盖，谁能弄

一个来盖好啊？

【记者回访】

真正的井盖何时来？8月23日下

午， 记者致电裕湘小学传达室的张大

爷了解情况， 据他介绍当地电力部门

已于22日将井盖换好了。

（全媒体记者王为薇）

想滚动播报你第一时间知悉的新

闻吗？ 想参与新闻接龙即时发表你的

意见吗？欢迎加入即时“滚动新闻生产

线”，参与网址http://sxdsb.voc.com.cn

“新闻·滚动播报”频道。

井盖的故事

【版主开头】

天狼饮冰 ：七月初二，今天是个雨天，

马路上行人匆匆， 我站在人行道的这头，

茫然地看着这个世界。长沙的天气变得真

快， 昨天还闷热得只想得到一丝凉风，今

天却被夹着雨点的冷风刮得瑟瑟发抖。

我就站在马路这头，默默地看着马路

对面……

【网友接龙】

前景伟大：马路对面，突然一道红光

出现，一个白衣女子，红红的嘴唇，孤零零

地站在那里……这女人在等什么呢，这么

凄凉的地方， 一个人死死地盯着那扇大

门，我不由打了个寒颤……

Aimi22�：我见她全身都湿了，想跑过去

送把伞的，突然发现她的脚是没有着地的……

小东西 ：我害怕了，转身想走，这时这

个白衣女子幽幽地开口朝我说话了，请问

墓园镇离这还有多远呀……

这对让人揪心的父子

———摘自记者吕菊兰的博客

鬼故事接龙

你敢“接砣”不

湖湘商界精英教你怎样开店

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团体购物、全民

开策……如果您想找快乐， 请登录http:

//sxdsb.voc.com.cn“社区”频道。

无趣。 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前些日子，江西的宋国文给我打电话来

了，那个带着儿子和村支书来长沙乞讨的男

人。他告诉我，还是想将小际彬接回家。

今年4月，我在黄兴南路巧遇他们仨，小

际彬满脸疤痕坐在地上乞讨。当路过的市民

问他爸爸去哪里了， 他外翻的眼睑渗出眼

泪，滴滴落在我心头。

后来， 陪他们乞讨的村支书回家了，这

对父子的命运也是无比艰难曲折。从有医院

愿意为其整容到后来又推说要三年后才能

动手术；从另一家医院起初答应接受到后来

突然拒绝。无奈之下，宋国文带着小际彬又

去乞讨， 后被辖区内的民警送进了福利院。

再后来，宋国文独自回了江西。

前些日子，宋国文来电，咨询了领回

小孩需要办理什么手续。 他说换了新乡

长，乡派出所的不一定愿意跟他来长沙证

实情况。

“只要你愿意接小际彬回去， 其他的都

可以想办法。”说真的，我当时有点激动，他

终于想接孩子回家了。

这对让人揪心的父子，愿你们一切安好!

8月23日，真井盖来了。（傅聪 摄）

8月16日，十字架井盖。（网友供图） 8月17日，“变脸”后的井盖。（网友供图）

友谊阿波罗 许勇波

春天百货 周仕平

步步高 陈志强

通程 柳植

受委托， 我公司近期将对位于株洲市芦淞区芦淞路

161 号名雅阁商住楼商场（户室号 1-211 号）房地产进行

公开拍卖。

该房屋建筑面积为 2785.71（其中：第 1 层 111 号面积

为 1388.92 平方米， 第 2 层 211 号面积为 1396.79 平方），

目前一层主要经营超市，二层经营网吧和超市仓库。 市场

参考价约 1663.79 万元。 欢迎有意者前来咨询、查勘。

联系电话：13317313456、13874188323

�����������������������82284378、28820125

������������������������������������������株洲丰乐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允成拍卖有限公司

招商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