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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刘凌）原定
于今年10月蓄水通航的湘江长沙综合
枢纽工程将加快工程进度， 提前一个
月实现蓄水通航 。 今天 ， 省委常委 、
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在该工程调研
时， 要求参建各方科学组织， 精心施
工， 加快进度， 争取早日发挥工程综
合效益。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自2009年
12月开工建设以来， 已累计完成投资

25.49亿元，占总投资的40%。 在气势恢
宏的工地现场， 记者看到， 右汊泄水
闸、20扇弧形闸门、电站厂房等关键项
目已初具雏形。 据工程负责人介绍，现
在每天有近1000名工人、 数百台施工
机械日夜施工。 陈润儿指出，湘江长沙
综合枢纽工程是促进湘江沿岸生态 、
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 ，两年来 ，
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参建各方
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安全生产，文明施

工，工程进展顺利。 对于这个造福长株
潭人民 、备受社会关注的项目 ，当前 ，
参建各方要在保证度汛安全的前提
下 ，加快工程进度 ，确保今年9月实现
蓄水通航。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位于望城
区境内，是以适应湘江水运通道建设、
提高供水保障水平和满足长株潭3市
城市发展需要为主，兼顾发电、交通等
功能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工程包括

年通过能力9800万吨的2000吨级双线
船闸、46孔泄水闸及电站、坝顶公路桥
等基础设施 ， 库区正常蓄水水位29.7
米、 正常蓄水总库容为6.75亿立方米。
工程总投资63.78亿元， 预计工期6年。
工程建成后， 将长株潭3市连成一起，
构成带状滨水区域， 将彻底解决长株
潭地区枯水期供水紧张、 通航能力不
强、电力供应紧张等难题，综合效益非
常明显。

� � �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李茁）2月17
日，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国
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全体扩大会议 ，
贯彻省委决定， 动员部署全省11万政
法干警深入基层 ，开展 “领导包案 、单
位联点 、干警联户 ”作风建设年活动 。
盛茂林、万建华、龚佳禾和省政法部门
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全省政法系统要迅速贯
彻省委的部署，紧扣“建立干部直接联
系群众制度”、“走访群众听民声，深入
基层解难题”的要求，从2月下旬开始，
省 、市 、县 、乡四级政法单位和全体政

法干警 ,全面开展 “领导包案 、单位联
点、干警联户”活动。 联系农村、社区、
重点建设项目、困难企业和群众 ,特别
是条件艰苦、社情复杂、矛盾集中的地
方，一是走访群众听民声，问政问需问
计； 二是排查矛盾纠纷， 包案化解难
题 ；三是发挥职能作用 ，方便群众 、服
务群众；四是调查研究，提出改进工作
建议。 要围绕主题，结合新时期核心价
值观教育，结合各政法部门职能特点，
精心组织，力求实效。 法院系统要突出
化解涉诉信访积案重点， 公安系统要
深化 “三访三评”活动，司法行政系统

要组织全省5万个调解组织、30万人民
调解员 ，广泛开展 “调解化积案 、息访
保平安”活动等。

会议要求，通过活动努力达到：干
警对基层更加熟悉， 群众工作能力明
显提升 ； 健全直接联系群众长效制
度 ， 警民关系更加融洽 ；
化 解 一 批 矛 盾 纠 纷 和 积
案 ， 治理一批突出问题 ；
服务基层、 服务群众有实
效， 群众满意率有提高。

会议还规定了到联系
点必须确保的时间和 “五

个不准 ”的纪律 ：不准接受吃请 、公款
娱乐消费和报销开支， 不准接受各种
礼品 （包括土特产 ），不准干预正常工
作和生产经营活动， 不准做违背群众
意愿、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不准层层陪
同、迎来送往、超标准接待。

沈德良

2月13日发生的那场大火 ，
对通道独坡乡新丰村、骆团村的
村民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 曾
经炊烟袅袅，仿如世外桃源的家
园，连同他们辛勤劳作攒下的财
物，瞬间被大火吞噬得只留下一
片瓦砾。 火灾过后，烧毁房屋70
余栋，500多人受灾。

断壁残垣中还在冒出揪人
的余烟，但通往山寨的泥泞小道
上，已经出现了爱的身影———

灾情发生后， 通道县委、县
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以
县长任指挥长的应急救援指挥
部，及时安置受灾群众。260万元
专项救灾资金，连同全县干部群
众捐出的30余万元，捐物1200余
件，食物13吨，紧急运往受灾的
村寨；

怀化市市长李晖看望受灾
群众时现场表示，受灾的侗寨会
原地重建。 “努力在国庆节前让
受灾群众入住。”这是一种承诺，
一份让惶恐之中的受灾群众重
新树起希望的承诺；

灾难面前，凸显出媒体的责
任担当。省内各大媒体及时报道
了通道侗寨发生的一切。一张张
图片，一条条微博，让受灾的侗
寨， 跨越了地域与时空的距离。
更多普通受众，从媒体的责任与
坚守中，真切感受到了受灾群众
遭遇突然变故后的悲戚；

来自省内各地爱的暖流，迅
速指向了这个偏远不便的山村；
无数长沙市民把电话打到了各
媒体的热线，希望能为不曾谋面

的村民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步
步高集团、老百姓大药房等知名
企业纷纷伸出援手，一辆辆满载
长沙各界爱心的车队星夜兼程
赶往灾区……

灾难背后，是爱的通道。 “叶
老师回来啦！ ”曾经在当地支教
的上海小伙子叶景文，第一时间
在网上为灾区发出了求助的声
音， 同时带着几百个温暖包，以
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曾给他留下
美好记忆、但眼下却是一片狼藉
的侗族村寨；曾经惊恐的孩子们
围在这位“哥哥老师”身边，再次
唱出了稚嫩的歌声；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来
不是一句空泛、苍白的话语。 几
天时间内，“爱心飞扬”公益组织
驰援的救灾物资装车发往通道；
国内知名慈善机构“壹基金”也从
就近的备灾仓库调拨救灾儿童
温暖包送往当地。

或许，我们也曾面临着诸如
道德滑坡、 价值扭曲之类的困
惑，或许也感受过“陌生人社会”
带来的心灵上的孤僻与封闭。但
我们坚信，灾难面前，爱从不缺
位。

爱心仍在源源不断流向通
道，没有谁来导演，也不需要刻
意的鼓动与渲染，它是一种自发
的表露，是汇聚无数人善心后形
成的暖流。

这种爱心， 是500多位受灾
村民重建家园、期待明天好起来
的信心；是对正在提炼、培育新
时期“湖南精神”的最好诠释；是
坚信湖南开展学习雷锋活动走
在全国前列最生动的最好理由。

罗师傅的
“龟速”校车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向欣

“当车里坐满孩子时 ，我就会
觉得方向盘变得很沉重，一刻也不
敢放松。 ”

2月17日清晨7时， 张家界一家
幼儿园的校车司机罗师傅像往常一
样， 开始挨家挨户接送孩子们去上
学。罗师傅已有10年驾龄，以前是开
货车的，今年是他开校车的第5年。

“刹车、轮胎的安全性，坐椅的
舒适度，每天接送孩子之前必须仔
细检查一遍。 ”指着极具童趣的校
车，罗师傅告诉记者 ，接送孩子们
上课放学是个累活，孩子基本上都
住在市郊，每天必须6时起床，首先
是清洗车子和安全检查， 然后是7
时准时出车，没时间吃早饭是常有
的事。 “以前开货车，根本不会这么
认真仔细， 现在开校车不一样，责
任真的很大！ ”

下午16时始 ，按照路线 ，罗师
傅又开始每天送孩子回家，直至把
最后一个孩子安全送回家，要两个
多小时。 他说，为了孩子的安全，身
上的弦都绷得紧紧的 ，5年开校车
的生活，虽然有压力 ，但是很有意
义和成就感。

罗师傅开的校车是经过了教育
局注册登记， 年检保险年年到位，为
了安全驾车，他从不喝酒，也从不在
车上抽烟，通常都会把车速控制在40
码以内，车友都笑他开的是“龟速”，
可他毫不在意，“安稳最重要，这是对
孩子和家长的一种负责。 ”

如今， 虽然随着社会关注，校
车管理日趋规范，但罗师傅还是有
担忧，有些出租车 、公交车在街上
随意抢道拉客，防不胜防 ，事故发
生就在一瞬间。 罗师傅请求记者，
希望能借此呼吁“全社会要共同维
护交通秩序，孩子是花朵 ，特别是
校车，更要关心呵护！ ”

本报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刘岳彬

天幕如墨，寒风袭人。 2月13
日凌晨1时许，新田县高山乡何昌
村养鸡大户何健君的门被敲得山
响。

原来， 县畜牧局技术员贺朝
群、郑乐亮、刘大文刚结束在邻近
石门头村的科技讲座， 返回时突
然想起养鸡大户何健君的鸡场就
在附近。 而何健君是今年从广东
返乡创业的，没什么养殖经验，而
且刚进了雏鸡， 又赶上春季疾病
预防的重要时期， 特别这样春寒
料峭的夜晚容易出问题。 想到这，
3人愈发不放心，便绕道向何健君
的养鸡场走去。

打着手电筒行走10来分钟 ，
山谷间的养鸡场一片寂静， 偶尔
传来一两声轻声鸣叫， 这让贺朝
群3人心里不禁生出疑惑。 外行看
热闹，内行看门道。 就在依稀的鸡
鸣里，他们听出了几分不祥。 不由
得急步上前， 身体贴在养鸡场的
外墙上耐心听了好一会。 “应该是

鸡肾型传染性支气管炎 ”，3人都
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这种病主要
发生于育雏阶段， 以15至40日龄
发病最多，在同群鸡中迅速传播，
潜伏期很短， 一般十几至几十小
时内会出现大量死亡 ， 死亡率
40%甚至更多。

“何健君，开门！ ”郑乐亮心急
火燎地拍响了养鸡场大门。

何健君披着棉大衣睡眼惺忪
地打开大门：“啊，是你们啊，快请
进！ ”

“客套话不说了，快到鸡场里
看看。 ”3人风急火急拉起何健君
走进鸡群，分头查看起来。

“没错，是鸡肾型传染性支气
管炎，家里还有药吗？ ”

“备有肾型IB血清型 (W93)的
疫苗。 ”

“你打下手帮忙，我们给鸡打
针。 ”

顿时， 鸡场里微弱的灯下，4
人忙碌起来。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 。
天亮时，3000多只鸡逐一“过关”，
大家这才露出了放心的微笑。

� � � �本报2月19日讯 （通讯员 郭
庆栋 记者 李军）2月16日， 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 《拯救沉默的羔
羊———以“民事保护令”为重点的
受暴妇女法律救济途径效果评
估》项目课题组（下称课题组），来
到长沙市岳麓区法院调研司法干
预家庭暴力的工作实践。

岳麓区法院作为最高人民法
院指定的 《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
件审理指南》的试点法院，在近年
的司法实践中为预防家庭暴力 、
保护妇女权益作出有益的探索 ，
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完善涉及家
庭暴力婚姻案件中 “人身安全保
护裁定（即民事保护令 ）”制度及

家庭暴力防治立法提供了宝贵经
验。

课题组实地察看了“民事保护
令” 申请及裁定流程和相关法律
文书等资料， 并通过观看防治家
暴专题片， 召开座谈会， 对当事
人进行问卷调查等方式， 全面深
入地了解岳麓区法院反家暴 “民
事保护令” 的司法实效和家暴受
害妇女法律救济途径运行效果 。
调研活动结束后， 课题组成员表
示 ，岳麓区法院以 “民事保护令 ”
防治家暴司法实践的探索， 为受
暴妇女权益救济提供了司法保
障， 其经验值得在司法实践中进
一步推广。

“雷锋警队”进社区
本报2月19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孔奕）“大家对社区治安有
什么意见，对公安机关的服务管理
有什么建议， 都可以现场提出来，
我们全力解决。 ”今天，长沙市学雷
锋志愿服务警队一行，深入社区上
门服务、慰问群众 ，并听取群众对
社区治安防范、公安机关管理服务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今天上午10时，学雷锋志愿服
务警队来到岳麓区望月湖街道窑
坡山社区 。 窑坡山社区有1431户
4179人。 近年来，这里的棚户区改
造力度大，流动人口多 ，治安环境
比较复杂。 社区困难户唐铁牛身份
证信息有误， 但他由于中风卧床、
行动不便，一直未能去公安机关办
理更正手续。 得知这一情况后，该
局雷锋志愿服务警队立即联系人
口与出入境管理部门将身份信息
采集、 录入系统搬到唐铁牛家中，
为他进行信息采集和录入，制证完
毕后将第一时间送证上门。 针对社
区居民安全防范知识欠缺的实际
情况，雷锋志愿服务警队和望月湖
派出所的民警一起走家串户送平
安上门， 发放安全防范宣传资料，
讲授安全防范实用技能，受到社区
居民的欢迎。

� � �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侯爱利）近日台湾媒体关
于 “台湾某医师认为激光近视治
疗有后遗症， 其本人将停止做激
光手术”的报道，引发了社会对准
分子激光近视手术安全性的强烈
关注。 就此疑问，记者今天采访了
省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
沙爱尔眼科医院院长林丁教授。

林丁表示， 准分子激光手术
原理是通过眼角膜组织， 利用激
光高科技 ，切磨成一个 “眼镜 ”来
达到纠正视力的目的， 迄今已有
20多年的历史， 现已发展成为一
种相当安全、成熟的手术。 即使在
美国这种对于治疗手术十分严谨
的国家， 每年也有近百万人接受
该项手术， 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

区也都不禁止该项手术。 但他同
时表示， 人体本身是一个活的生
物体， 有极少一部分人会在手术
后， 视力发生度数极小的弹性回
退， 这种弹性回退发生的本身是
与个人的生活习惯、 身体体质等
有关，不受手术影响。

那么，手术是不是适合所有近
视人群？林丁表示否定。他强调，首
先，患者要本身觉得佩戴眼镜很不
方便，有强烈的“摘镜”需求。 其次，
准分子激光手术成功的关键在于
严格的手术标准及质量控制，医院
应该严格对病人进行角膜厚度、医
学验光、散瞳看眼底等十几个项目
的筛选， 如发现有严重的干眼症、
眼角膜太薄等不适合进行手术的
患者，是不能进行手术的。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灾难背后，是爱的通道
� � � �爱心仍在源源不断流向通道，没有谁来导演，也不需要刻意的
鼓动与渲染，它是一种自发的表露，是汇聚无数人善心后形成的暖流

夜半敲门声

拯救“沉默的羔羊”
岳麓区法院反家暴经验受关注

� � � � 2月18日，求职者在接受招聘单位的面试。当日，“给力2012，创新湖
南”大型人才交流会在省展览馆举行，来自省内外的260余家用人单位
进场招贤纳才，提供6000多个岗位。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快马加鞭

提前一月蓄水通航

走访群众听民声
深入基层解难题

省委政法委部署全省政法干警

领导包案 单位联点 干警联户

本报记者 徐亚平

守护江豚，是一份高危“事业”。 与
大自然博弈，与自身博弈。 2月19日，星
期天，岳阳城里风和日丽，洞庭湖上却
风高浪急。 我们的江豚保护巡逻船在
风浪里小心前进。 我们高兴地看到，岳
阳县整治东洞庭湖非法捕捞动真格
了：君山后湖危害江豚和鱼类、鸟类的
“迷魂阵”被化为灰烬。

创业艰难百战多。 岳阳市江豚保
护协会暨水上巡逻队成立之初， 我就
跟渔民志愿者打招呼：拯救江豚，是大
家共同的梦想； 但水上巡逻有太多意
想不到的危险 ，大家得有 “玩命 ”的心
理准备。

去年12月24日“平安夜”， 西风凛
凛，湖面漆黑。 我和何大明、彭祥林、谢
拥军 、范钦贵 、向忠于等志愿者 ，深入
东洞庭湖腹地，暗访非法捕鱼情况。 22
时44分， 扁山架东南方向出现几点渔
火。 大明加大马力。 “哐！ ”小船触礁，

船身倾斜。 大明猛地倒船；迂回包抄过
去 ，逮着了2条电捕鱼船 ，成功劝退了
非法捕鱼者。

午夜上岸，我突然后怕了：志愿者
巡逻随时都有死亡或失踪的可能 ，万
一出现“万一”，怎么办？

渔民何大明 、 范钦贵倒很豪气 ：
“我打算把一条命不要！ ”

生命珍贵，得先保住自己的命，才
能谈保护江豚。 此刻，作为江豚保护志
愿者“首领”，我内心很纠结：江豚与志
愿者，二者都要保！ 但是，拯救江豚，风
险又难以回避。

“弟兄们是不是立个‘生死状’？ ”1月
8日，我提出了这个简单而严肃的话题。

“好！ ”何大明、范钦贵、江科明、胡
伏林 、余国民 、李正良 、向忠于 、何意
如 、黄迪飞 、徐立军 、王北光等11位渔
民兄弟斩钉截铁表示。

渔民兄弟几乎都没有读过书 ；做
记者的我不能玩“深沉”。 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 凑了几句大白话：“我志愿加
入保护江豚志愿者行动。 在行动中，听
从指挥，团结一致，不违章，不喝酒，驾
好船，穿好救生衣，确保人身安全。 有

难同当，生死与共。 在巡湖过程中，若
有人出现意外伤亡， 所有人都应尽全
力救助他并抚恤其家属、子女。 特立此
状。 ”

最后， 我给这几句话郑重制作了
一个标题：《守护江豚生死状》；并带头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徐亚平。 鸟类摄影
家彭祥林闻讯跑来：“我第二个签字！ ”

“大家敢不敢签？ ”我问渔民志愿
者。

“这有什么不敢？ ”会写自己名字
的何大明、范钦贵、江科明、余国民、向
忠于 、黄迪飞 、徐立军 、王北光次第而
上。 胡伏林、李正良、何意如不识字，读
过8个月书的何大明就在一张白纸上
写了他们的名字 ， 让这3人依葫芦画
瓢。 虽然歪歪扭扭， 但一笔一画都是
“铁血”。

感动之余，我不忘鼓励大家：即使牺
牲了我们几个的生命，也值得！ 因为我们
是为全人类保护这一珍贵物种呀！

放下“生死”，大家更洒脱了。 无论
多少暗礁险滩、艰难困苦，我们每天两
班人马轮流下湖， 默默守护着我们的
“河神”江豚……

一笔一画皆“铁血”

激光治近视手术安全吗
眼科专家释疑解惑

� � � � 2月18日，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施工人员在清理平整屋场。 当日，该县“2·13”火灾灾后重建工作正式启动。
吴祥淼 粟汇华 摄

摄摄摄———亚平手记⑧
拯救江豚

岳阳洞庭湖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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