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1版②） 省里根据有关原则
和标准， 重新确定吉首市、 永定
区、武陵源区、宁远县、江永县、双
牌县 、祁东县 、双峰县8个县市区
为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纲要》 明确， 把加快发展

产业、 完善基础设施、 强化科教
支撑、 改善公共服务、 推进生态
建设作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同
时， 深入开展专项扶贫， 扎实推
进行业扶贫 ， 积极搞好社会扶
贫。

� � � � （上接1版③）
活动现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候选

人、娄底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一大队教
导员李贝表演了一套擒拿格斗，博得观
众阵阵喝彩。 15年来，李贝坚守在刑侦

支队、禁毒支队、看守所、巡特警支队等
一线实战部门，并作为参战的惟一一名
女民警， 随队成功抓捕了震惊全国的
“8·31”特大杀人案主犯。

“玛汝黛泽 （苗语 ：好汉 ）———刘胜

春！ ”苗族群众杨大姐，对吉首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大队矮寨三中队指导员刘胜
春竖起了大拇指。大家对坚守在悬崖峭
壁三尺岗台上指挥交通的“史上最牛交
警”充满敬意。

� � � � (上接1版①)
直航开通后， 将由福建冠海

海 运 集 团 公 司 “联 发 66号 ” 、
“联发67号” 姊妹船， 从事城陵
矶新港口岸至港澳水运直达航线
货物运输， 两条船对开， 每两个
月可跑6趟， 货源主要包括烟花
鞭炮、 废纸、 化工产品等。 负责
直航货源组织的湖南福星仓储物
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良震介绍，
此前 ， 浏阳花炮出口要经停湘
阴、 城陵矶、 太仓、 上海再转运
香港， 上下装卸货物麻烦不说，
还无法掌握运输时效。 直航开通
后 ， 从城陵矶 “一站式 ” 抵香
港 ， 每个装载花炮的标准集装
箱 ， 可节约物流成本 2000元左
右， 还可减少转运时间6至7天。

作为我省唯一通江达海的国
家一类水运口岸， 城陵矶口岸先
后被国家批准为对外籍船舶开放
港口、 28个主要内河港口之一、
15个内河对台水运直航口岸之
一， 去年又获批开通至宁波、 南
通 、 太 仓 、 上 海 4条 “五 定 ”
（定点 、 定线 、 定班次 、 定时 、
定价） 始发班轮外贸运输航线。
岳阳市市长盛荣华告诉记者， 此
次直航港澳开通， 将彻底改变城
陵矶自1996年设立一类口岸以来
无水运直达始发班轮航线的历
史， 也是首次实现常态直航， 将
为湖南外向型经济和国际物流发
展带来重大机遇。

据悉， 为确保常态直航有效
运行， 岳阳市政府口岸办还引资
成立公司， 预计打造10条3000吨
级的江海轮， 从事至日本、 韩国
等国家和港澳地区的外贸运输。
目前正抓紧进行船舶规划设计和
公司相关手续报批。

（紧接1版④）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履行禁
毒职责 ，形成工作合力 ；要以 “爱心家
园”建设为契机，壮大社区戒毒与社区
康复工作的群众基础；要引导社会各界
理性对待吸毒人员，消除歧视，伸出援
手；要努力壮大禁毒志愿者队伍，动员

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对吸毒人员的
服务管理和救助转化工作 ； 社区 、村
（居） 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要建立健全
“多位一体”的工作小组，做好戒毒康复
人员心理辅导、行为矫治、帮助教育、关
怀救助、效果评估等工作。

活动现场，正在接受戒毒的歌手谢
东演唱了本次活动主题曲《此刻》，表达
了戒毒康复人员渴望重新融入社会的
心愿。 活动向社会发出倡议，呼吁大家
携起手来，为戒毒康复人员共建“爱心
家园”。

（紧接1版⑤） 并通过建设全省统
一的社会保障“一卡通”异地应用
平台， 为持卡人社会保险关系转
移、异地就医等提供支持。 社会保
障卡加载金融功能后， 可在社会
保险费缴纳、待遇领取、医疗费用
结算支付等业务环节应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统一组织全省社会保障卡的发行
管理工作。 依托省、 市 （州）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数据中
心、 业务专网和银行机构受理网
络， 建设全省统一的社会保障卡

系统。 实现对社会保障卡发放 、
补卡、 换卡、 注销等管理， 确保
社会保障卡有序发行、 安全管理
和有效应用。 社会保障卡实行首
次领卡不收费， 换卡、 补卡收取
工本费。

已发行医保卡、 湖南社会保
障卡 （磁条卡） 的地区， 将采取
有效措施， 确保医保卡、 湖南社
会保障卡 （磁条卡） 与社会保障
卡并行使用的过渡工作， 到 “十
二五” 末， 社会保障卡将在全省
范围内普遍推广使用。

医疗“博士团”
送医到基层
本报 3月 28日讯 （通讯员 彭萍

姚敦武） 近日， 省肿瘤医院启动 “博
士团” 巡回走基层活动， 首站来到怀
化市， 为600余名当地患者答疑解惑，
并成立怀化市抗癌协会乳腺健康俱乐
部。

省肿瘤医院院长刘景诗博士介绍，
“博士团” 巡回走基层是积极响应省卫生
厅的号召， 为积极改善全省老、 少、 边、
穷县 （乡） 缺医少药的状况， 发挥医院
技术优势和公益作用， 做点实事。 他表
示， “博士团” 将陆续走遍全省14个市
州， 为更多群众送去福音。

综合·健康之路 ２０12年3月29日 星期四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胡永龙6

踏青防“三毒”
春暖花开的季节， 是人们到野外踏

青的好时机。 但是， 外出踏青切不可忽
视安全 ， 尽量不要抹香水 ， 还要防止
“三毒” 的侵扰。

“花毒 ”： 在某些山区可能分布着
一种外形酷似金银花的断肠草， 一旦误
食短时间内会出现烧心、 头痛、 恶心呕
吐、 口吐白沫 、 腹痛不止等中毒症状 。
如果医治不及时 ， 还会造成生命危险 。
此外 ， 常见的杜鹃花 、 含羞草 、 夹竹
桃、 水仙花、 一品红、 马蹄莲等， 也含
有有毒物质 ， 误食后可能导致人体中
毒。 因此 ， 踏青赏花 “宜动眼 ”， “不
宜动手 ”， 更不可随意将花草放入口中
嚼食。

“蜂毒”： 若同时受到几只蜜蜂的
蜇刺， 会发生局部红肿和剧痛， 几天后
便可恢复。 但如果同时受到上百只蜜蜂
蜇刺， 可能会因呼吸中枢麻痹而死亡 。
因此， 踏青时尽量不要抹香水、 发胶和
其他芳香的化妆品， 携带的甜食和含糖
饮料也要密封好。

“病毒”： 春季是各种病毒的高感
染期， 游客在踏青时， 最好穿上长衣长
裤， 不要长时间在山林或草丛中躺卧。

（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 彭瑛）

■健康话题■健康提醒

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菜，还是悠着点吃
本报记者 段涵敏

核心提示：春天到，野菜俏。 上周末沸沸扬扬的“地菜有
毒”谣言，让大家把目光都聚集到小小的野菜上。 下周清明小
长假在即， 很多人早就计划一放假就奔向郊外田间挖野菜，
不少人去扫墓时也不忘带把野菜回家。

但是，野菜毕竟性子“野”，专家提醒，毫无识别经验者，
千万不要自采野菜，以免误食“毒草”中毒。 同时，野菜虽然新
鲜好吃也不宜多食，要先有足够的知识“hold住”（驾驭）它们。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向华明） 3月26日， 省殡葬协会
首次发布 《湖南省殡葬行业自律公
约 》， 倡导建立和维护公平 、 公正 、
合法、 有序的殡葬市场， 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针对全省殡葬行业自律缺失、 服
务不规范、 消费者合法权益无法保障
等现象 ， 省殡协制定了该 《公约 》 。

《公约》 规定， 协会会员将提倡科学、
文明 、 节俭的服务方式 ， 大力开展
“一站式 ” 服务和便民服务 ， 践行
“五服务 、 三公开 ” 承诺制 ， 即切实
做到昼夜服务 、 引导服务 、 重点服
务、 规范服务和惠民服务， 公开殡仪
服务收费标准 、 服务项目和办事程
序。 杜绝发生捆绑、 强迫或误导消费
的行为， 不接受丧户馈赠， 不以任何

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 ， 不搞虚假宣
传， 不搞强制性服务。 坚决打击地下
殡葬 “一条龙” 活动， 禁止殡仪服务
中介竞相压价或抬价， 坑害丧户， 扰
乱正常殡葬市场秩序的行为。 确保进
入消费领域的殡葬用品符合行业标
准， 保证质量和合理的价格， 让丧户
明明白白消费。

《公约 》 要求摒弃封建 、 迷信 、

奢侈、 落后的服务方式， 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丧葬新风 ， 增强生态环保意
识， 弘扬先进殡葬文化。 殡葬资源开
发、 殡葬项目投资建设以及殡葬设备
用品的生产、 销售， 要严格履行报批
手续， 科学论证， 严格把关。 不盲目
开发建设 ， 不擅自改变规划和用途 ，
不违规建设经营 ， 不损害群众利益 ，
不破坏生态环境。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王恺
凝）5米、30米、100米……1小时30
分钟后， 在桃源县桃源镇桃花村
的一片油菜花海里，由500只小风
筝组成、 长达2780米的爱情风筝
带着爱情祝福飘飞在1500米的高
空。 今天上午，随着世界最长的爱
情风筝在桃花源成功放飞 ，2012
中国·常德桃花节浪漫开幕。

记者在放飞现场看到，500只
桃红色的小风筝由线串联。 5个放
飞人员将风筝分成数十段， 利用
三只氢气球的牵引力带上天空 。
随着风筝产生的拉力越来越大

（最大时达到500公斤），自发加入
放飞队伍的情侣也越来越多 ，多
达50余人。 不少情侣还在风筝上
写下爱情心愿，随风筝放飞。 放飞
成功后，世界纪录协会为“世界最
长爱情风筝”进行现场认证。

除放飞爱情风筝外， 本届桃花
节还开展了以“情定桃花源”为主题
的其它三大主体活动： 国内首座以
爱情为主题的度假公园开园； 全国
旅游景区唯一完整的古代木雕床展
馆、 占地54亩的中国古代桃源木雕
艺术馆开馆； 投资额达40亿元的桃
花源古镇重点项目正式签约。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周小雷 ）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竞争性选拔企业
领导人员力度， 先后面向全国4次公开
选拔了21名省属企业高管。 这是记者从
今天召开的全省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
设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的。

近年来，我省按照公开、竞争、择优
的要求，引进选拔了一批高层次、高素
质、复合型的经营管理人才。 各企业内

部也加大了竞争性选拔力度，省属国有
企业中层干部通过竞争性选拔产生的
人选占新提拔人数的61.7%。 同时，我省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大对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培训，近年来累计培
训400余人次。

目前 ， 我省33家省管国有企业的
282名领导班子成员中， 年龄在40岁以
下的仅有15人 ， 35岁以下的只有1人 。

会议提出， 全省要从战略层面抓好国
有企业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 ， 尽快从
省内国有企业的中层骨干中选拔一批
35岁左右， 最好有过留学经历的优秀
人才加强跟踪培养； 有计划地在省直
机关、 市州物色一批懂经营 、 会管理
并立志为企业作贡献的经营管理人
才 。 33家省管国有企业 ， 2年内必须
选配一名35岁左右的优秀年轻干部进
领导班子， 以优化班子年龄结构 。 要
继续拿出一定数量的职位面向省内外
进行公开选拔 ， 为品行好 、 素质高 、
潜力大的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提供
通道。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孙敏坚 ）
记者今天从省委组织部获悉， 省委组
织部机关拟面向全省公开选调8名综合
素质高、 工作能力强、 发展潜力大的

年轻干部， 报名时间从3月28日至4月
15日止。

报名条件为 ： 32周岁以下 ， 具有
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身份， 且有2年以

上基层工作经历。 综合素质高 、 起草
文稿能力特别突出者， 可适当放宽条
件。

符合条件的各市州报名者可到各
市州委组织部报名； 省直单位报名者
到省委组织部人事处报名。 其他要求
详见湖南领导人才网 http://www.hn鄄
leader.gov.cn和湖南红星网http://www.
hnredstar.gov.cn。

世界最长爱情风筝
放飞桃花源

常德桃花节浪漫开幕

3月28日下午，桃源县桃花源镇，近2800米长的“永通号”爱情风筝
在50多人的操纵下飞上天空。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省殡协首次发布行业自律公约
●公开殡仪服务收费标准、服务项目和办事程序●坚决打击地下殡葬“一条龙”活动，禁

止中介竞相压价或抬价，坑害丧户●殡葬资源开发要科学论证，不破坏生态环境

公开选拔省属企业高管21名
将选配优秀年轻干部进领导班子

省委组织部选调8名工作人员
报名截止日期： 4月15日

春天到， 野菜俏
时下， 野菜由过去困难时期果腹的辅

食， 摇身一变成为绿色食品中的佼佼者 ，
登堂入室。

“野菜因其营养价值和药食同源的独
特功效， 自然越来越受人青睐 。” 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营养科李惠明教授解释， 野菜
长期繁衍于深山、 旷野、 荒地、 田埂等自
然环境中， 在生命活性物质含量上， 保留
着明显的优势， 有 “天然蔬菜” 之美称。

野菜不但含有人体所必需的蛋白质 、
脂肪、 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 矿物质、 膳
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而且其中维生素、 矿
物质比栽种的蔬菜高几倍 ， 甚至十几倍 。
如蕨菜每百克鲜品的粗蛋白为1.6克、 碳水
化合物10克、 胡萝卜素1.66毫克。

“野菜绝大部分品种为野生药材， 融
食品 、 药材 、 保健为一体 ， 既是美味食
品， 又能强身健体 ， 防病治病 。” 李惠明
介绍， 野菜正迎合了当今时代 “保健热 ”
的要求 。 如马齿苋对痢疾杆菌 、 大肠杆
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多种细菌都具有较
强的抑制作用 ， 有 “天然抗生素 ” 的赞
誉。 蕨菜经常食用可治疗高血压、 头昏失
眠、 慢性关节炎、 腰膝酸痛、 头痛等症。

苦菜 、 蒲公英 、 荠菜 、 蕨菜 、 香椿 、
马齿苋……野菜的种类繁多 ， 风味各异 ，
具有香、 甜、 苦、 酸、 辣等味道， 每个品
种都有自己的独特口感， 那一股截然不同
的 “野味” 和清香， 令人垂涎。

勿将 “毒草” 带回家
民间传统采食的野菜， 一般无毒或毒

性很小。 但因为养在深山不为人识， 且娇
嫩， 很多人易把 “毒草” 当野菜， 或采食
受污染的野菜， 酿下苦果。

如何安全采摘野菜？ 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刘绍贵教授支招： 采
摘时要注意看看周边的环境， 若是靠近工
业区恐其受到重金属或化学物质污染， 最
好不要采摘， 公路两边、 臭水沟附近的也
要舍弃。 采摘回来的野菜一定要先浸泡十
多分钟， 再用清水冲洗两三次。

长沙市疾控中心专家提醒， 毫无识别
经验者， 千万不要自采。 公园里的野菜看
上去绿油油的， 但实际上每到春天， 公园
会喷洒药物预防病虫害， 使生长在其中的
野菜受到污染。

采摘野菜最好到开阔的郊外， 远离垃
圾场和易受污染的场所。 采摘野生菌类更
要谨慎， 色泽艳丽、 形状奇怪的多是有毒
菌； 菌盖上生刺、 疣， 嗅之有臭味、 无菌
香味的往往有毒。

“野菜种类较多， 一定要弄清每种菜
的形态特征， 勿将 ‘毒草’ 带回家。 可以
采摘比较为人熟知的野菜， 如荠菜、 马兰
头 、 香椿 、 蕨菜 、 野葱等 ， 这样比较安
全。” 专家介绍。

野菜 “寒凉” 悠着点吃
野菜虽然新鲜好吃也不宜多食。 中医

认为， 野菜多为寒凉性， 脾胃虚弱者食用
极易引起消化不良， 甚至引发腹痛、 腹泻
等症状， 即使是正常体质的人， 也不宜多
食为妙。

李惠明提醒， 部分野菜还含有可导致
过敏的物质， 特殊体质的人食用后易引起
过敏反应， 轻者面部、 颈部及四肢外侧等
部位出现红斑、 丘疹、 瘙痒等症状， 严重
者可出现皮肤水疱、 溃疡和糜烂。

目前可知能引起皮炎的光感性植物
有： 灰菜、 紫云英、 萝卜叶、 芥菜、 榆树
叶、 槐花、 苋菜、 马齿苋等， 过敏患者应

禁食， 才能防止染病。
食用绿色野菜 ， 尽量做到现买现吃 ，

存放时间过久不但无鲜美的清香味， 营养
成分也会随之减少。 尤其过夜剩菜还有遭
受亚硝酸盐中毒的危险。

疾控专家提醒， 食用采摘的野菜前要
彻底洗烫。 因为野菜能吸附空气中的尘埃
和固体悬浮物， 加上春季是虫卵复生的季
节， 生吃野菜很容易造成腹泻等现象。 如
果在食用野菜后出现胃痛 、 恶心 、 呕吐 、
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 要立即停止食
用 ， 进行催吐 、 洗胃等 。 当症状缓解后 ，
立即送医院并及时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
告， 保留剩余食物、 有关容器等， 以备核
查中毒原因。

链接：

常见野菜品种、
功效及做法知多少
荠菜： 有凉血止血、 补虚健脾、 清热

利水等功效。 荠菜的嫩茎叶， 焯过后可凉
拌、 蘸酱、 做汤、 炒食， 荠菜水饺、 荠菜
馄饨是春天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佳肴， 还可
以做成鲜美的荠菜粥。

蒲公英 ： 有清热解毒 ， 消肿 、 利尿 ，
抗菌等作用， 能激发机体的免疫功能， 达
到利胆和保肝的作用 。 蒲公英焯过后生
吃、 炒食或做汤都可以， 可拌海蜇皮、 炒
肉丝。

蕨菜： 有清热滑肠、 降气化痰、 利尿
安神的作用 ， 素有 “山菜之王 ” 的美誉 。
蕨菜的食法很多 ， 炒 、 烧 、 煨 、 焖都可
以。

马齿苋： 清热解毒， 凉血止血， 能降
低血糖浓度、 保持血糖恒定， 对糖尿病有

一定的保健作用。 它的吃法有很多种， 焯
过之后炒食、 凉拌、 做馅都可以。

胡葱 ： 味辛 ， 性温 ， 有治水肿作用 。
主要吃法有小根蒜拌豆腐， 小根蒜白木耳
粥、 小根蒜炒鸡蛋等。

香椿： 富含蛋白质， 钙、 磷、 维生素
C含量在蔬菜中均名列前茅 。 还含脂肪 、
粗纤维、 铁、 胡萝卜素、 尼克酸以及香椿
素。 香椿的吃法很多， 可凉拌、 可炒、 可
煎， 还能腌着吃。 古医书记载， 香椿性寒，
具有涩肠止血、 健胃理气、 杀虫固精等功
效。

薄荷： 可作药用亦可食用， 所含的薄
荷油是药用的有效成分， 常用于防治伤风
感冒、 咽喉疼痛等。 薄荷是防暑降温的佳
品， 可做薄荷粥、 鲜薄荷豆腐、 薄荷鸡脯
肉等。

鱼腥草： 野生于水沟边、 渠岸、 池边
及阴湿地， 嫩幼苗可作蔬菜吃， 经水煮后
加油盐调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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