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4

月

22

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曾勇） 广铁集团 “五一” 小长假运输期间 （

4

月

29

日至

5

月

2

日 ） 预计发送旅客

346

万人次 ，

同比增加

67

万人次， 增长

24%

。 武广高铁、 广

珠城际铁路 、 海南东环高铁 、 广深城际铁路

等

4

条高铁将发送旅客

147

万人次， 占广铁总运

量

42%

。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 ： 请提前购

票， 以免耽误行程。

据广铁集团介绍，“五一” 小长假客流将呈

现井喷趋势，一方面，因今年 “五一 ”恰与广州

交易会会期重叠，铁路客流将出现较大幅度增

长。另一方面，因近期受日本大地震，中东、北非

地区局势动荡影响，出境客流逐渐下滑，国内旅

游客流将不断递增。

为适应高铁客流不断增长的需要， 广铁集

团科学配置运力，武广高铁将根据客流及车底

情况，按照高峰运力最大化原则，安排动车组重

联运行。 为适应管内省际间与省内短途客流上

扬的需要，广铁集团在“

4

·

1

”新图增开

11

对城际

特快列车的基础上，采取增开临客、客车套跑、

扩大编组、加挂客车等措施，安排加开

2

对直通

列车、

15

对管内列车。

“五一”高铁游将火爆

广铁预计送客346万人次

铁路部门提醒： 提前购票， 以免耽误行程

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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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你看，湘江的水

行为艺术呼唤保护母亲河

本报

4

月

22

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官兵）“保

护湘江，让我们共同努力！ ”今天是第

42

个世界地球日，

来自省环保厅、长沙市环保局和岳麓区环保局的官员，

与数百名湖南大学的环保志愿者一起， 将采自湘江不

同河段的湘江水，注入一个巨大的湘江流域模型之中，

以这种行为艺术的方式， 唤起人们对湘江母亲河的关

注。

湖南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刘云国教授在

湘江边生活了多年， 他亲眼目睹了湘江从清澈到浑浊

的过程，水质的变化让他时常感觉心痛。 “湘江沿岸集

中了全省

60%

的人口，产出超过

70%

的

GDP

，重化工业

基本上在沿江布局，导致重金属污染相当严重。省委省

政府提出‘治理湘江污染，打造中国莱茵河’的发展思

路，确实抓在了点子上。 ”岳麓区环保局局长刘菊娥介

绍，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关注湘江，爱护湘江，从即日起，

岳麓区各个街道、乡镇及共建单位，将联合制作大型环

保宣传板报，在全区范围内巡展；以大河西两型社会建

设为背景，举行环保专题征文，开展环保文艺汇演、环

保知识抢答赛等。同时岳麓区还联合湖南大学等

8

所高

校，举行我省首届高校环保文化节，开展“低碳出行”省

情调研、长株潭“地球一小时”活动、环保

DIY

设计大赛

等系列社会实践调研活动，提高大学生的环保意识。

本报

4

月

22

日讯 （记者 段涵敏） 今年初，

我省曾推出公立医院改革的十项便民惠民措

施， 现在这些措施有了具体实施方案、 细则和

时间进度表。 今天， 省卫生厅和省中医药管理

局联合下发 《湖南省公立医院改革十项便民

惠民措施实施方案》 （简称 《方案》）， 为确保

惠民措施顺利推行 ， 改善老百姓到公立医院

就医的感受提供保障。

今年全省

41

所三级医院将全面开展双休日

及节假日门诊， 《方案》 中规定， 双休日及节

假日出诊医师中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比例

要达到

50%

以上， 并有一定数量的知名专家出

诊， 确保双休日及节假日门诊质量。 同时要确

保患者能及时检查， 一般的影像、

B

超检查能

在当日完成。 全省

23

所三级甲等医院今年都可

以通过电话、 网络等多种方式预约门诊了。 另

外 ， 要建立二级以上医院与社区转诊预约机

制。

省卫生行政部门提出， 在全省

41

所三级医

院实行院内包括预约挂号 、 缴费 、 检查 、 治

疗、 取药、 结算等诊疗服务 “一卡通”， 医院

可以通过优化门诊布局结构， 根据就诊病人数

量的峰谷， 开展错峰服务和分时段诊疗， 利用

信息化等手段， 实现全省二级以上医院门诊挂

号等候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 交费、 取药等候时

间均不超过

10

分钟。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定期

将辖区内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

服务收费、 平均药费、 单病种付费情况和群众

满意度测评结果、 医疗服务投诉处理结果等内

容向社会公示。

省卫生厅将于

11

月至

12

月组织督查组赴各

地抽查落实情况， 并在全省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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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２０11

年

4

月

23

日 星期六

本版责编 周卫国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胡永龙

4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黄武将

【判决结果 】本想靠胁迫残疾人

乞讨生财 ， 结果却把自己送进了牢

房。 日前，衡南县柞市镇罗家村青年

男子唐顺林因组织残疾人乞讨罪，被

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其

先期被公安机关扣押的赃款

437.3

元

也被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案情回放】从

2010

年

6

月开始，

唐顺林纠集刘秋生（在逃）、祁东县砖

塘镇的李友良和阳小枚 （唐顺林情

人）三人，采取欺骗 、暴力 、胁迫等手

段， 组织郴州市北湖区的郴某某，衡

阳县台源镇的邱某某和该县西渡镇

的李某某三名残疾人，以在街头等公

共场所及人群密集处唱歌卖艺等方

式 ，先后到衡阳 、郴州等地多次进行

乞讨，以此非法获利。

这伙不法分子形成了严密的分

工 ， 刘秋生和李友良负责管理 、 监

视残疾人 ， 带领他们上街乞讨并防

止他们逃跑 。 阳小枚负责保管这些

残疾人的身份证和手机 ， 收取残疾

人每天乞讨的收入 ， 统一交由唐顺

林管理 ， 他们三人均由唐顺林发放

工资 。 后来 ， 刘秋生因和唐顺林发

生矛盾而离开。

在乞讨的过程中 ，邱某某 、李某

某、 郴某某先后多次提出要回家，唐

顺林为此多次对他们进行殴打，并不

时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不准他们给

家里打电话，不准他们离开。 去年

9

月

17

日，经郴某某向郴州市公安机关报

案，唐顺林、李友良、阳小枚分别在当

地落入法网。同年

11

月

5

日，唐顺林因

涉嫌组织残疾人乞讨罪被执行逮捕，

今年

2

月

21

日被提起公诉。李友良、阳

小枚两人由公安机关另案处理。

【争议焦点】胁迫、组织残疾人乞

讨是否也构成犯罪。

【法官说法 】北湖区法院主审此

案的法官黄慧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以暴力、

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

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本案被告人唐顺林为了谋取非

法利益，以暴力、胁迫、控制残疾人人

身自由等手段，组织多名残疾人多次

进行乞讨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

组织残疾人乞讨罪。

且被告人唐顺林

1998

年因犯抢

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 减刑

后于

2006

年刑满释放 。 按照刑法第

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 ， 唐顺林刑

满释放后五年内又犯新罪， 系累犯，

应当从重处罚 。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胁迫残疾人乞讨国法不容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徐井荣 胡洋

今年清明节，一位老大娘在亲人

们的陪伴下，来到慈利县象市镇姚家

坪村的一座青山上为老伴扫墓。 这位

大娘点燃

3

柱香， 像拉家常似的告慰

老伴：“老头子， 我今天来是要告诉

你，咱们的大女儿丹丹已被政府接进

了福利院，你就不用再牵挂了。 ”说完

这番话，老人哭得很是伤心。

这位来上坟的老大娘名叫杜秀

英，家住常德市武陵区三岔路街道长

家山社区。

43

年来，她和老伴姚胜金，

悉心照料着一个全身不能动弹的脑

瘫养女，并一次次将她从死亡边缘拉

回来。 他们耗费毕生精力，无怨无悔，

不离不弃。 这个用人间真情演绎的动

人故事，至今还在武陵区广为传颂。

1968

年，姚胜金和杜秀英夫妇在

河南某医院收养了一名被人抛弃的

女婴。 当时，姚胜金在河南某部队服

役， 夫妇俩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于

是二人将她抱养回来， 取名姚文丹。

在姚文丹

10

个多月的时候，杜秀英才

发现她的双脚不能像其他的小孩子

般灵活动弹，经确诊孩子是先天性大

脑发育不全。

后来，虽然夫妇俩生育了一女一

儿，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减少对这个

抱养残疾女儿的爱。 他们依旧带着女

儿四处求医，北京、上海、洛阳等地都

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1973

年夏天 ，有一次 ，姚文丹腹

泻不止，送到医院后，确诊为病毒性

痢疾， 并且高烧

40.8℃

， 情况非常危

急，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 当时因为

没有病房，加上天气又热 ，夫妻二人

只能在过道上临时搭起床铺，轮流用

蒲扇为女儿驱赶蚊虫，几个夜晚都未

合眼， 生怕这个孩子就这样离开他

们。 或许真的是女儿感应到了父母的

爱，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 ，奇迹

终于出现了， 姚文丹的高烧退下来

了，痢疾也得到了控制。 直到现在，回

想起此事，杜秀英仍是心有余悸。

养女丹丹的智力虽然有障碍，但

神志还清楚。 为了不使丹丹有冷落

感，家里做了好吃的，先尽着丹丹来。

添置新衣裤，也是让丹丹先选 ，而自

己的两个孩子却受尽了委屈。

1976

年

姚胜金从部队回到地方，安置在常德

滨湖印刷厂。 看到人家的孩子在户外

蹦蹦跳跳， 想到丹丹终日躺在床上，

夫妻俩心里的滋味很不好受。 为了让

丹丹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夫妻俩省

吃俭用，为丹丹买了台电视机。 为了

照顾丹丹，

43

年来， 姚胜金夫妇难得

一起出趟门，甚至没有时间一起回趟

老家慈利，夫妻俩把全部的爱都放在

了丹丹身上。

喂饭、喂水，擦洗身体，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在养父母的悉心照料下，姚

文丹一路跌跌撞撞挺过来。这其中，多

少艰难困苦，多少心酸无助，多少心血

付出，又有谁能真正体会呢？ 尽管，社

区工作人员经常来上门慰问， 并为姚

文丹争取到了低保， 解决了不少实际

困难。毕竟岁月不饶人，姚胜金老人已

年过八旬，杜秀英老人也年满

74

岁，加

上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早已成家立业，

两位老人照料丹丹越来越感到力不从

心。丹丹将来的出路在哪里，成为两位

老人最大的心病。

2010

年

3

月的一天 ，

81

岁的姚胜

金老人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在弥留

之际，他仍喃喃叮嘱老伴：“一定要把

咱们的大女儿丹丹安顿好，这样我才

会走得安心。 ”

值得欣慰的是，姚胜金老人去世

后不久，在常德市政府解困工作组的

协调下，丹丹被接进了市福利院。 在

福利院里，丹丹的生活虽然有专人照

料，但杜秀英老人还是放心不下。 每

个周末，老人都要做上丹丹爱吃的卤

菜、糕点去看她，风雨无阻。 有一次周

末，天下起了暴雨，丹丹想这样的天

气妈妈是不会来了。 就在丹丹望着窗

外发呆时，杜秀英老人提着大包小包

的食物，撑着雨伞出现在风雨中。 一

见面，母女俩就相互倾诉着思念。 望

着被雨水浸透全身的母亲，丹丹眼里

噙满了泪水， 她抱住母亲深情地说：

“您是世上最好的妈妈， 来世我还要

做您的女儿。 ”这场景，令在场的人无

不为之动容。

43载大爱

演绎人间真情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欧大力 张力 易强

在麻阳苗族自治县县城街头，到处可见“门

面到期大清仓”、“换季商品大甩卖”、“大放血”

之类的广告。真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消费者一头

雾水。 最近， 该县工商局对这类广告进行了清

查，揭出了其背后的真相。

在县城北市场出口处， 麻阳工商局执法人

员看见一家鞋店打出“门面到期、清仓处理”的

大字标语， 便要求店主提供与房主签订的门面

租赁合同。结果发现，店主王某与店面所有者张

某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是今年

1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

月

25

日。

店面开业没多久，为何就宣称门面到期？面

对执法人员追问，王某解释说，这是商家迎合消

费者心理的一种促销手段。 看到好多门面贴出

“门面到期”，自己也用红纸写了“门面到期、清

仓处理”几个大字贴到墙上，希望能招来顾客。

执法人员当即对王某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在富洲南路检查时， 工商执法人员发现一

家服装店打出“全场五折、亏本处理”的大字标

语。走进店里，一位销售人员正在向顾客推销衣

服，说打折活动就这几天，错过了就买不到了。

执法人员要店主刘某拿来进货发票， 发现该店

所进衣服每件进价在

30

至

50

元之间， 而店内标

价却高达每件

200

至

400

元， 打

5

折后还要

100

至

200

元，利润是成本的

3

至

4

倍。 执法人员当场责

令店主限期整改。

在富洲北路， 一家皮具店用音响播放 “清

仓”叫卖声：“背包、书包等商品是正规厂家生产

的名牌商品，因企业破产，现全场大甩卖，样样

25

元、件件

25

元，心动不如行动……”经查，该店

销售的标有“李宁”、“背靠背”等商标标识的包

包，都是从外地一背包批发城以每件

5

到

10

元的

价格购来的假冒货。 执法人员对该店相关商品

进行了查扣。

麻阳工商局局长罗俐希望媒体提醒消费

者，购买商品时一定要摆正心态，不要被一些夸

大其词的、虚假的广告忽悠了。 “清仓倒计时还

剩

×

天”之类的广告涉嫌虚假宣传，应负相应责

任，消费者可拨打“

12315

”投诉。

痴男人“爱”上女书记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佳

岳阳市岳阳楼区望岳路办事处老垅坡社区居民张

望发，

40

岁了还是一个单身汉， 是谁都认识的弱智人。

近日来，他禁不住“春心萌动”，常常口吃地对人说：“我

爱爱爱，爱周书记。 ”话传开来，成了一条感人的新闻。

周书记叫周再红，是老垅坡社区的党支部书记。丈

夫是公务员，儿子在读大学，家务事多，但她的工作却

做得很出色，而且喜欢做好事：帮五保户买油，为困难

户送米，组织群众修路，带领干部巡逻，里里外外忙不

赢。 去年修路，张望发的矮平房被征收，周再红担心他

不会用钱，就跑国土、规划等部门，为他办了免费的建

房手续。 两层新楼竣工后，周再红又跑城管爱卫部门，

安排张望发当了街道的清洁工。 张望发穿上了黄马褂

工作服，又领回了工资，总要在周书记面前炫耀一番。

周书记当然就笑，他就说，“真真真，真好看。 ”

张望发的老邻居杨淦植得知此事，竟“疯癫”地写

了一副对联，贴上了张家的新楼：“望发哥乃痴情汉，再

红姐是知心人。 ”横批是“好世道”。 左邻右舍围起来放

鞭炮庆贺， 拍手取乐。 周书记涨红着脸辩护道：“笑笑

笑，这是正经事噢！ ”

微创手术高清直播

中美医学论坛在长举行

本报

4

月

22

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玉林

魏惊宇） 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手术室进行的腹腔甲

状腺手术， 参会代表可以在会议室里观看高清直播，

并通过音频与手术专家进行互动交流。 今天，

2011

年

中美医学论坛在长沙举行， 中美专家就急救医学、 微

创外科以及护理学等多个前沿领域， 进行了演示手术

和学术交流， 近

400

名国内临床一线医师观摩了手术

直播并参与学术交流。

会议中不但交流了顶尖的微创外科手术技巧， 还

就应急救援新进展、 暴力、 恐怖袭击、 战争和自然灾

害创伤的紧急处理进行了热烈讨论。 会议交流后， 美

方和湘雅二医院就将来进行双方青年医师的交流和培

训进行了协商， 表示将建立中美急救医学交流的长期

机制， 互相派遣医务人员到对方进行长期合作和交

流。

本报

4

月

22

日讯 （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姚巍）“我支持第一方案。 我认

为这个方案考虑到了全区各乡镇的

共同繁荣和进步。 ”“我是一名有

30

年

驾龄的老驾驶员，要我说还是第二方

案好。 谁喜欢多跑冤枉路啰！ ”近日，

益阳市赫山区对拟修建的从赫山区

东北部对接长沙雷锋大道的公路举

行听证会，参会代表积极发言。 据了

解，这是赫山区首次就政府重大决策

进行公开听证。

赫山区比邻洞庭湖，湖区乡镇面

积、人口、物产约占该区比重的一半

以上，由于种种原因，湖区乡镇公路

建设相对滞后。 为发展经济，缓解现

有交通压力和优化路网结构，区政府

决定修建一条从该区东北部对接雷

锋大道的二级公路。 区农村公路管理

所通过实地勘测和现场调查，结合交

通流量和发展趋势，制定出两个关于

公路走向的方案 ， 方案一公路全长

36.4

公里，造价估算

19178

万元。 该方

案优点是沿线受益面积广，拆迁任务

小，缺点是占用耕地面积较多。 方案

二全长约

33.6

公里，造价估算

15876

万

元。 该方案优点是可以大量利用原有

公路，建设里程较短 ，缺点是部分路

段为防汛大堤，对防汛有影响。

4

月

8

日，赫山区举行听证会征求公众对公

路建设方案的意见，会议邀请了

13

名

来自拟新建公路沿线各乡镇和财政、

国土、建设等部门的代表。 会上，赫山

农村公路管理所就两个初步建设方

案向听证代表进行了详细说明和解

释。 代表们发表了各自看法，其中不

少意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来自该区牌口乡的代表黄召龙

说，第一次以这种形式为政府的决策

提供参考意见 ， 很高兴也很有成就

感。

公路怎么修 公众来发声

赫山区首次就政府重大决策公开听证

41所三级医院将开节假日门诊

“惠民十条”有了实施“清单”

“清仓大甩卖”的背后

4

月

22

日

13

时

20

分， 邵阳市区东大路发生一起皮卡车与大货车相撞的交

通事故， 皮卡车驾驶室撞毁严重， 驾驶员受重伤。 双清区消防官兵及时救

援， 驾驶员被成功营救并送往医院紧急治疗。 刘正平 李方圆 摄

� � � � 4

月

22

日， 第

42

个世界地球日， 一群环保志愿者从长沙湘江风光带风帆广场出发， 开始了爱

护湘江的环保宣传之行。 当天，“大爱母亲河———莱茵湘江环考接力行” 大型主题公益活动在长

沙拉开帷幕。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本报

4

月

22

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张厚时） 独具匠心的手工

艺品、 美轮美奂的书画作品 、 精彩

纷呈的文艺汇演……近日 ， 在长沙

市芙蓉区老干部大学成立

10

周年庆

祝大会上， 数千名老年学员欢聚一

堂。 芙蓉区老干部大学建校

10

年来，

共培养老年大学生

15487

人次。

书法 、 诗词 、 剪纸 、 声乐 、 舞

蹈、 老年模特……凡是你能想到的

健康老年活动， 在芙蓉区老干部大

学几乎都开了课程。 校长余淑霞介

绍，

10

年前该校刚成立时， 仅办了

5

个班， 只有

138

名学员； 到如今， 全

校开班

74

个 ， 开设了

21

个专业 ， 在

编学员达到

3539

人 ， 是办学之初的

25

倍多。 现在令她头痛的是 ， 不少

其他区的老年朋友， 也托人找关系，

要求报名入学， 迫于教室不足的现

实情况， 她只能笑着婉拒。

经过

10

年的辛勤办学 ，“老有所

学、 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 的办学

宗旨在芙蓉区老年大学得到了有力

彰显 。 邓春香老人

2007

年从长沙火

车站退休 ， 性格有点内向的她

2008

年试着报了芙蓉区老干部大学的手

工艺班， 现在， 她不仅能编制出串

珠花瓶、 丝网花等各种精美的手工

艺品， 还结交了一批好朋友 ， 晚年

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芙蓉区10年培养1.5万“老”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