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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刘也

目前正在建设的湘西矮寨特
大悬索桥， 预计年底可以建成通
车。 施工现场， 项目总工程师张
念来显得很兴奋： “架设技术采
用的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轨索滑移法。 我作为发明团队的
主要成员， 感到很骄傲。”

张念来前不久被选为省第十

次党代会代表。
2007年开工

的矮寨大桥建在
德夯大峡 谷 上 ，
被誉为 “世界峡
谷跨径最大钢桁
梁悬索桥 ” 。 大

桥主跨 1176米 ， 桥面距地面 355
米。 其中， 钢桁梁的架设成为最
困扰张念来和同事们的难题。

以往， 在大江大河上建悬索
桥， 可以用船把桁梁运到桥面下
方， 再垂直起吊就能完成桁梁架
设。 而矮寨大桥下面是300多米深
的峡谷， 施工只能化整为零地把
钢桁梁拆分成杆件用汽车运输到
工地，组拼成节段后，再想办法将

两岸的钢桁梁水平运输到中间，最
后进行垂直起吊。矮寨大桥钢桁梁
总量达8342吨， 最重的节段约200
吨。

怎样把百吨一节的钢桁梁运
输到指定位置？ 张念来和他的团
队迎难而上， 先后与10余家高校、
企业进行模型试验和方案论证。 6
次吸收专家意见后， 他们创造性
地提出了 “轨索滑移法”： 即在悬
索桥的主缆上面、 吊杆的下端架
设8根轨索， 形成一个通道， 把运
梁的滑轮小车挂在上面， 把梁的
整体节段滑过去。 施工期间， 该
技术创造了每天拼接移运并安装
一段梁的世界新纪录， 较常规架
设方法节约工期近5个月。

矮寨飞架特大悬索桥
———记省党代表、湖南路桥公司矮寨项目总工程师张念来

基层来的党代表

张念来在大桥钢桁梁施工现
场。 通讯员 摄

本报11月16日讯（本报记者）今天，2012
湖南 （红星） 年货购物节组委会发布消息
称：2012年1月5日至17日，购物节将在长沙
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届时，近千商家将
“献上”万种商品，致力为广大市民提供有
品质保障和价格优惠的年货。

2012湖南(红星)年货购物节由湖南省商
务厅、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湖南省乡镇企
业局、湖南省食品行业联合会、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联合主办， 由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

心、三湘都市报、华声在线共同承办。 本届年
货购物节以“中国年 湖南味”为主题，旨在
通过年货购物节的展销形式，配合穿插各种
春节民俗活动， 为长沙市民提供一个集采
购、娱乐、消费为一体的快乐购物平台。

组委会透露，此次年货购物节展区面积
有约3万多平方米， 展区四大板块包括外场
和内场三层，并设置了现场大奖。 外场有风
味美食小吃一条街，内场不光有糖酒、春联、
年画等，还有品牌汽车展销。

湖南（红星）年货购物节明年初登场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左丹 姚学文）11
月15日， 长沙市芙蓉区燕山小学三年级乙班
学生谢若珊的母亲曲明皓，感到有些新鲜，因
为在当天该校举行的家长“开放日”中，她充
当了一回评课员，认真听了一回课，并慎重地
给老师写好了评课意见。 感到新鲜的不只是
谢若珊的母亲一人， 当天该校1200多名家长
都当了一回听课、评课员。

据该校校长朱志湘介绍， 很多家长很
想了解孩子在学校是怎样学习的。 为进一
步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让家长了解学校，
走进孩子的课堂，共同促进孩子成长，去年

开始，该校开始探索全开放模式，即每年11
月举行一次家长“开放日”活动，当天全校
所有课堂向家长开放， 让每个家长了解自
己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 并对学校课堂
教学进行评价。 “去年我们教师的压力很
大。 ”朱志湘说：“因为全开放，它要求全体
老师要有自信，要有充分准备，学校的每个
部门也是一样。 可以说是对学校工作的一
个全面检验。 ”去年，第一次举行时，九成以
上的家长对学校的课堂都打出了高分 ，并
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 学校的教育质量
也稳步提升。

燕山小学请家长给课堂打分

(紧接1版②)从会场布置到住宿安排，从食品
安全到行车路线，梅克保检查得十分仔细。
对现场检查出的个别疏漏和需要改进的地
方，他叮嘱工作人员要及时调整好。 在蓉园
宾馆，梅克保检查了湖南电台、湖南卫视等
新闻单位的演播室运转情况。他希望参会的
新闻工作者认真搞好省党代会的报道，把笔
墨、镜头、话筒更多地对准来自基层的党代
表，为湖南加快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 梅克保还来到五洲大剧院，检查了党代

会期间文艺晚会筹备情况。
检查中，梅克保充分肯定了党代会会务

准备工作成绩， 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他说，距离省第十次党代会开幕只有两天时
间了。 参与会务准备工作的单位部门、工作
人员要齐心协力，提速提效，尽职尽责做好
会议的各项服务工作； 要抓紧时间查漏补
缺，责任到人，工作到位，狠抓落实；要强化
服务意识，热情周到地做好服务工作，让与
会党代表聚精会神地开好大会。

（紧接1版①） 全省宣传思想工作
推动文化强省建设成效主要表现
在5个方面：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 进一步巩固全
省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努力保障
全省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加快
发展文化产业， 积极推动文化产
业成为我省支柱性产业； 不断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 进一步解放和
发展文化生产力； 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 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
有力支撑。

5年来，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

视宣传思想工作， 省委常委会议
专题研究16次， 省委常委中心组
专题学习4次 ， 召开全省文化强
省建设工作会议和文化强省建设
工作推进会 ， 成立书记任顾问 、
省长任组长的省文化体制改革和
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把文化
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
划， 把文化强省放在富民强省大
局中来推进， 体现了高度的文化
自觉；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享受
文化改革发展成果的同时， 以主
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文化强省建
设 ， 成为文化强省建设的主力

军。 在党代会之前举行的 “迎接
党代会， 迈向新征程” 三问活动
中， 短短半个月就收到意见建议
52000多件， 其中有许多关于推进
文化强省的真知灼见。

“十一五”期间，全省基本建成
2082个乡镇综合文化站 、32000个
农家书屋， 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
达到96%，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分别惠及
80%、68%以上人口，71家博物馆、
纪念馆和一大批图书馆、文化馆、
艺术馆逐步实现免费开放， 年接
待观众2507万人次以上。

截至2011年7月底， 全省共有
各级各类宣传思想文化人才115.6
万人。 同时， 涌现出一批在各自
专业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优秀人
才， 其中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 人才16人， 入选人数
居中西部省份前列； 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的专家71人， 湖南省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32人， 湖
南省 “121” 人才工程15人， 湖南
省宣传文化系统 “五个一批” 人
才81人。 近5年， 全省宣传文化系
统共获省部级以上专业性奖励达
967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