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 ）6年前曾创下全国
最低体重新生儿救治纪录的江西
500克袖珍婴儿陈尚益 （原名陈湘
益），今天回到当初救治自己的湖南
省儿童医院进行复查， 除了发育有
些迟缓，并无其他异常。

“身高102厘米 ，体重13.6公斤 ，
离正常的标准还是差得比较远。” 6
年前， 省儿童医院应急办主任谢立

华亲历了小尚益的整个救治过程 ，
她今天全程带着小尚益做体检 。谢
立华说，同龄的孩子身高应该有117
厘米，体重21公斤，小尚益的身高只
相当于4岁， 体重则只达到2岁半的
标准。父亲陈红革告诉记者，6年来，
小尚益没有得过什么大病， 出生时
曾做过手术的眼睛现在也很正常。

“因为是早产儿， 又是超低体
重， 小尚益在发育早期是会比同龄

小孩差一点， 但这有一个追赶的过
程， 到青春期的时候是有希望赶上
正常小孩的 。”谢立华解释 ，据医学
权威统计， 早产儿中胎龄不足29周
的超低体重儿死亡率为99%。当年小
尚益胎龄才28周， 体重仅500克，当
时全国都没有成功救治的先例。“能
够这么健康地长到6岁，就是一个奇
迹！ 希望看着这个奇迹继续延续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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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谢兴吾 ） 即日起至 14日 ，
将有百余家民营企业的3000多岗位
等候我省就业者。 今天上午， “湖
南民营企业招聘周” 活动在长沙市
人力资源市场启动。 副省长何报翔
宣布活动启动， 省政协副主席龚建
明出席启动仪式。

本次 “湖南民营企业招聘周 ”
活动时间为5月8日至14日， 百余家
用人单位将在现场为高校毕业生 、
进城农民工和就业困难群体提供
3000多就业岗位。

今年即将毕业的湖南农业大学
李同学今天一来到招聘现场， 就向
长沙威盛集团的管理岗位投出了自

己的求职书。 “这个岗位每月3000
至 5000元的薪酬待遇很吸引人 。 ”
李同学告诉记者。

长沙威盛集团在现场的招聘人
员向记者透露， 该企业目前收到的
数百封求职书中， 80%来自大学应
届毕业生。 “公司正需要大量高端
研发人员， 希望借此次招聘周的平
台吸收优秀人才。”

据介绍 ， “湖南民营企业招
聘周 ” 活动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 省教育厅 、 省总工会 、
省工商联联合举办 ， 每年 5月举
行 ， 至今已经连续举办7届 。 该活
动每年实现就业的劳动者逾 4万
人。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姚学文）
今天，雅礼中学国际部1班学生吕程
和高三学生郭子豪， 兴高采烈地从
美国回到长沙。 他们在5月5日举行
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奥林匹克竞赛”
活动中， 为我省夺得了首枚该项目
的金牌。

国际可持续发展奥林匹克竞赛，
是2009年才开设的一个新的奥赛项
目，与数学、物理、化学等单科奥赛项
目不同， 该项目属于综合奥赛项目，
更注重考查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综合
运用知识的能力。我省今年还是首次
有选手进入该项目的决赛。

据指导老师马学品介绍， 这两
个学生， 是凭借他们花费一年多时
间，研制的“高速公路交通行车差异
化信息服务机器人”夺得金牌的。这
种机器人， 相当于飞机上的 “黑匣
子 ”，而且比 “黑匣子 ”更聪明 。它不
仅能像 “黑匣子 ”一样 ，详细记录车
况以及运行信息， 而且能探测到路
况和天气情况，并能根据车况、路况
和天气发出预警信息。 一旦车辆在
高速路上出现危险， 还能自动向控
制系统报警和发出求救信号。

湖南民企招聘周在长沙启动
百余家企业3000多岗位揽贤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记者从省纪委获悉，因湘潭市
岳塘区委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的规定， 研究决定将王茜作
为区发改局副局长拟任人选。 根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
规定， 省纪委决定给予湘潭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岳塘区
区委书记肖克和同志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

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规定
肖克和同志

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讯
员 唐小晴 邓高红）5月8日， 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在长沙召开第二次外派
教师工作会议暨华文教育校长研习
班。会议透露，今年将新派、延派教师
近600人，加上任期未满2年的104名教
师，将有约700名外派华文教师在包括
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在
内的世界各地教授“中国话”。

近年来， 汉语热在全球范围内
不断升温 。专家预测 ，到2013年 ，海
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将达1.5亿， 这也
将引发对华文教师的需求量激增 。

与此同时， 国侨办外派的华文教师
规模仅为每年400余人，数量远不能
满足全球对汉语学习的需求。“师资
荒” 正成为影响当今海外汉语热持
续发展的一大瓶颈。

会上，来自印尼、泰国、缅甸、意
大利、 巴西等8国的华文学校校长，
以及50余名国内各省市侨办、 教育
厅负责人就华文教师“师资荒”等问
题进行座谈。大家建议，要加大华文
教师的数量储备， 不断提高他们的
教学专业水平， 促进汉语热持续升
温。

华文教师需求量激增
今年国侨办将外派700名教师

本报5月9日讯 （通讯员 赵军
记者 黄纯芳） 今天12时许， 107国
道郴州市恒大华府工地附近， 一辆
牌照为湘L22720、 装载34吨烧碱的
大卡车发生侧翻泄漏事故。 经过当
地消防、 交警等部门紧急处置， 险
情得以成功排除。

12时15分， 接到报警的郴州消
防支队官兵立即赶到事故现场。大
货车车体多处发生破损， 前面两个
轮胎破裂，驾驶室变形严重，前挡风
玻璃整体破裂， 车上烧碱正沿着两
个阀门不断往外流淌， 油箱处还不
断有柴油往外滴落。 现场情况万分
紧急， 为避免罐体因温度过高而导
致爆裂， 消防队员迅速利用水枪对
罐体和轮胎进行散热和灭火。同时，
向正在漏油的油箱和发动机处喷射
泡沫。 现场交警联系了两台起重机
对侧翻的卡车进行起吊。经过3个小
时的妥善处理，险情被成功排除，被
堵3小时的公路恢复正常通车。

装载烧碱大卡车
侧翻泄漏

郴州消防交警联合排险

———长沙市南湖路湘江隧道工程建设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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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路湘江隧道是长沙市“两桥一隧”
重点工程之一， 总投资12.98亿元，2010
年12月动工建设，设计为双向4车道，建成
后将成为长沙市第二条过江隧道。

隧道位于橘子洲大桥与猴子石大桥之
间，南距猴子石大桥约3公里，北距橘子洲
大桥约3.4公里， 隧道中段位于橘子洲头
以南约100米。 隧道西起阜埠河路和潇湘
大道交叉口，与潇湘大道互通，下穿湘江、
湘江中路后， 与湘江东岸的南湖路相接。
隧道采用“双管单层”结构，分南北两线穿
越湘江，其中南北主线单洞合计长约2956
米，匝道合计长约2912米。隧道明挖段需
投入混凝土10.1万立方米、钢
筋1.3万吨； 制作隧道内管片
需要混凝土4.6万立方米 、钢
筋7690多吨。

项目
名片

湘江， 给省会长沙带来别样
的美丽和灵气， 却也成为东西交
通的一道“坎”。上下班高峰期，湘
江两岸常见堵车“长龙”。

长沙市民期盼， 有朝一日过
江不堵车。“两桥一隧” 重点工程
同时上马，大手笔增加过江通道，
就是对百姓期盼的最好回应。

过江通道多了， 堵车现象必
然能得到缓解，百姓出行更快捷，
生活更方便 。这 ，正是
实 实 在 在 的 民 生 改
善。城市 ，就是要让市
民生活得更方便。

记者
热悟

南湖路湘江隧道

由点
及面

长沙市 “两桥一隧” 重点工
程包括福元路湘江大桥、 湘府路
湘江大桥、 南湖路湘江隧道3大
项目， 工程概算总投资34.75亿
元。 其中， 福元路湘江大桥位于
银盆岭大桥与三汊矶大桥之间，
西接长望路， 东接盛世路， 主桥
长630米， 宽38.5米， 为双向6

车道； 湘府路湘江大桥位于猴子
石大桥与黑石铺大桥之间， 设计
双向6车道， 预留远期拓展为双
向8车道。

2010年， 3大项目同时开工
建设， 目前各项施工进展顺利，
2013年内有望全部建成通车 。
届时， 长沙过江公路通道将增加

到10条， 从北往南依次为月亮岛
大桥 、 三汊矶大桥 、 福元路大
桥、 银盆岭大桥、 营盘路湘江隧
道、 橘子洲大桥、 南湖路湘江隧
道、 猴子石大桥、 湘府路大桥、
黑石铺大桥 ； 长沙市区二环以
内， 每隔约3公里将有
一条过江通道， 长沙
将步入过江交通 “加
速时代”。

长沙市“两桥一隧”

本报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吕瑞贤

如今每天上下班高峰期， 在长
沙城南遭遇堵车的市民常常会念
叨 ： 要是南湖路湘江隧道修通了 ，
过江就不用都挤猴子石大桥了。

南湖路湘江隧道现在到底修得
怎么样了？ 5月3日下午， 记者来到
位于湘江中路东侧的隧道施工现
场， 一探究竟。

戴上安全帽， 跟随施工人员踏
着狭窄的铁梯 “盘旋” 而下， 到达
地下20多米处的隧道主线施工地 ，
展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
“圆洞”， 一个个圆环挨着向里边延
伸。 中铁隧道集团长沙南湖路湘江
隧道项目部生产负责人李亚超告诉
记者， 这个 “圆洞” 即由东往西的
北线过江隧道 ， 内径达10.3米 ， 洞
内每个圆环由9块弧形混凝土管片
连接而成， 每环宽2米。

据介绍 ， 南湖路湘江隧道自
2010年12月动工建设， 设计为南北
两线穿越湘江， 主线单洞合计长约
2956米。 2011年12月26日 ， 隧道盾
构机开始掘进， 每天24小时不间断
作业 ， 到今天已经掘进了 175环 、
350米长。 今年4月19日， 盾构机成
功 “钻过” 湘江东岸大堤， 开始穿
越湘江， 目前已经在湘江底下穿行
了100多米。

沿隧道右侧一条不足40厘米宽
的铁板小道， 一直往里走， 越走越
觉得热。 现场施工人员解释， 这是
盾构机作业散热所致 ， 一般情况
下 ， 隧道内的温度要比地面高出5
到10摄氏度， “冬天干活也很容易
出汗”。

走到尽头， 只见一个与隧道圆
环一般 大 小 的 “钢 铁 猛 兽 ” ， 正
“嘶吼 ” 着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
“这就是隧道盾构机， 正在掘第176
环 。” 李亚超比划着形容 ， 这台盾
构机主要由圆形盾体、 主控室和辅
助车组合而成， 盾构机前端有18组
推进油缸 ， 作业时铆足劲往前推 ，
圆形盾体在它们的推动下缓缓转
动 ， 最前方的刀盘随着盾体转动 ，
将挡路的岩石、 泥土打得粉碎， 再
通过管道将渣土输送至地面运走 ，

隧道内几乎见不到尘土飞扬； 向前
掘进的同时， 盾构机自动向隧道四
周灌注砂浆， 加固防渗。

“我们把盾构机称为 ‘钻地蛟
龙’， 用它施工， 自动化程度很高，
主要工序一步到位， 非常安全。 虽
然我们头上正 ‘顶’ 着一河湘江水，
但大伙一点都不担心。” 李亚超说，
他们只需20多个人就能操作盾构机
在隧道内作业， 一天可以掘进8到10
米。

“去主控室看看吧 ，那里是 ‘钻
地蛟龙 ’的大脑 。”李亚超带着记者
挤进了辅助车上一个只有4平方米
左右的小房间———这是整个盾构机
的核心部位，5台显示屏上显示着盾
构机的实时情况、 各部位的系统参
数， 控制盾构机的所有指令也都从
这里发出。

主控室内的隔音效果比较好 ，
说话不用像在外面一样得贴着对方
耳朵， 但机器作业带来的持续震动
仍然让人有些吃不消。

去年刚大学毕业的陕西小伙孙
振中， 是主控室的主要操作者， 也

就是这台盾构机的主司机。 向他了
解情况， 只能等他目光偶尔离开显
示屏时才好提问。 “盾构机每天24
小时作业 ， 分白班夜班两班轮换 。
我们白班每天早上7时下到隧道开
始上班， 晚上7时回到地面。 这12个
小时内， 我得随时注意各种参数的
变化 ， 进行相应的掘进状态调整 ，
吃喝拉撒全在隧道里解决 。” 旁边
的同事梁晓亮笑言， 孙振中一天到
晚都在主控室， 难得见到阳光， 原
本黝黑的皮肤变白了许多。

“一天工作这么长时间， 觉得
辛苦吗 ？” 孙振中回答 ： “习惯了
就好 。” 这句话 ， 在隧道内似乎成
了 “口头禅”。

“上白班比夜班还是要好一
些 ， 不用 ‘倒时差 ’ 。 ” 梁晓亮补
充。 不过， 白班、 夜班每半个月得
轮换一次。

为了让隧道早日通车， 隧道建
设者几乎没有节假日休息。 从去年
7月到长沙 ， 孙振中就向往着去对
面的 “千年学府 ” 岳麓书院看看 ，
可是一直没时间成行。 “等隧道修

好了， 我要第一时间穿过它去完成
心愿。”

盾构机每掘进2米 ， 就得暂停
一会儿 ， 让施工人员给隧道装管
片。 只见一名工人开着吊机， 用真
空吸盘将50厘米厚、 重达几吨的弧
形混凝土管片紧紧吸住， 缓缓向前
移动 ， 对着隧道开挖壁 “贴 ” 上
去。 然后， 其他人用风动扳手拧着
巨大的特制螺栓， 把管片牢牢固定
好。 花了近1个小时， 9个管片终于
全部装好， 连成一个坚固的圆环。

盾构机又开始向前掘进。
据悉， 年内北线隧道可确保完成

掘进。 如果施工进展正常， 预计2013
年上半年可完成整个隧道主体工程施
工。 隧道设计负责人陈海军说， 到时
长沙市民过江又将多一条通道， 从南
湖路到对岸河西大学城， 现在要绕行
10公里左右， 以后走隧道穿行湘江只
要几分钟就够了。

题图 ： 5月3日 ， 长
沙市南湖路湘江隧道内，
工人们在加紧施工。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钻地蛟龙”穿江急

本报记者 刘勇

最近一段时期，市民纷纷感叹，
蔬菜越来越贵， 一蔸白菜钱都能买
半斤猪肉了！蔬菜价格为何上涨？什
么时候有望回落至正常水平 ？5月9
日， 记者就此采访了省蔬菜办主任
成雄俊。

18种蔬菜10种涨价
据省商务厅对上周（5月2日至8

日）全省86种主要食用农产品监测，
与上上周比，价格上涨的达43种，占
了整整一半。其中，蔬菜批发均价为
每公斤4.03元，列入监测的18个蔬菜
品种中 ，有10个品种涨价 ，圆白菜 、
大白菜、辣椒、青椒和芹菜的上涨幅
度 分 别 为 5.91% 、9.82% 、15.0% 、
17.82%和20.53%。

本地菜推迟上市是涨价主因
成雄俊分析，蔬菜价格上涨，主

要原因是本地早夏菜上市时间推
迟。今年2月至4月，我省出现严重的
寡照天气，蔬菜烂种死苗现象普遍，
许多蔬菜基地和菜农不得不重新补
种， 导致早夏菜推迟上市半个月左
右。如，本地茄子往年在4月中旬就
陆续上市，而今年估计要在5月10日
之后才开始上市。本地菜处于“青黄
不接”时期，市面上蔬菜供应量有所
减少，价格自然往上扬。

外地菜供应减少“推波助澜”
外地蔬菜进湘供应量也在减少。

成雄俊说，我省外地蔬菜主要来源于
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地，运输成本
较高； 加之受近期暴雨天气影响，广
东、 广西货源地蔬菜上市量锐减，且
腐烂损耗量大。而海南菜的供应已过
了11月到来年4月的高峰期，渐渐接近
尾声。外地菜供应量减少，对我省蔬
菜价格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理性看待 “一蔸白菜
钱能买半斤猪肉”

对于市面上 “一蔸白菜钱能买
半斤猪肉 ”的现象 ，成雄俊认为 ，要
理性看待， 不宜炒作。 随着气温升
高， 大白菜、 包菜等叶类菜抽薹开
花，产量减少 ，导致价格涨幅较大 ，
这是正常的生产、供求现象。另一方
面，猪肉价格下跌 ，两者对比 ，就造
成“一蔸白菜钱能买半斤猪肉”。

高菜价可能还将持续10余天
高菜价何时能回落至正常水

平？成雄俊估计，我省蔬菜价格在目
前的基础上继续往上涨的可能性不
大，但要回落至正常水平，还要一段
时间。他坦承 ，就算后期天气好 ，本
地蔬菜也还要等10多天才能陆续上
市。只有本地蔬菜大量上市了，市面
上供应量增加，蔬菜价格才能回落。

让市民生活更方便

“一蔸白菜钱能买半斤猪肉”
———近段蔬菜价格为何上涨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马乾杰 ) 记者今天从广铁
集团获悉 ， 自5月10日起 ， 铁路实
名制车票将可以办理挂失补办手
续， 广铁集团管内各客运车站均设
立了挂失补办窗口， 方便旅客办理
相关手续 。 同时 ， 铁路部门
将进一步加大实名制车票验
证力度， 旅客在进站乘车时，
请主动配合工作人员查验实
名制车票 ， 对于票 、 证 、 人
不一致的旅客， 按无票处理。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 ： 办
理车票挂失补办手续时 ， 必
须提供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
身份证件原件 、 原车票乘车
日期和购票地车站名称 ， 在

不晚于乘车站停止检票时间前20分
钟内办理。 为避免给旅客造成不必
要的损失， 请旅客凭有效证件购买
车票， 妥善保管实名制车票， 持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乘车， 不
从他人手上购买车票。

“最轻袖珍儿”6岁啦

雅礼学生夺得首枚奥赛综合项目金牌
发明高速公路行车“黑匣子”

广铁各客运车站均设有挂失窗口并
加大实名制验证力度

5月8日 ， 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铺口乡
坝阳村 ， 怀化市科技
局科技特派员覃皓教
授 （前左 ） 在为果农
传授果枝疏剪原理与
技巧 ， 帮助果农增产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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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实名制车票办理挂失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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