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 5月 9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陶小爱） 研制出 “天河一号” 超级计
算机的国防科技大学科研团队、 保障
万家灯火温暖明亮的 “雷锋电力服务
队” ……今天， 一个个令人感动的故
事在长沙市举行的 “雷锋家乡学雷锋”
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上传颂。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
作用， 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学习
雷锋、 争当雷锋的行列， 长沙市文明
委决定， 5月至6月集中在全市组织开
展 “雷锋家乡学雷锋” 先进事迹巡回
报告活动。 共安排16场次， 每场安排5
至6个事迹报告。 首场报告会今日在长
沙人民会堂举行。

巡回报告活动主要有10篇报告内
容 ， 分别是 ：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
《在自主创新高峰上奏响弘扬雷锋精
神的时代强音》、 长沙市望城区消防大
队的 《我是雷锋故乡消防兵》、 长沙新
奥燃气蓝焰维修服务队的 《雷锋精神
点燃永不熄灭的蓝焰》、 长沙市出租汽
车公司蓝灯 “雷锋” 车队的 《雷锋车
队， 一张雷锋故乡的爱心名片》、 长沙
市民政局的 《“雷锋超市” 大爱无疆》、
长沙市电业局 “雷锋电力服务队” 的
《雷锋之光让万家灯火更加明亮》、 驻
长舟桥部队的 《当雷锋家乡战士， 做
雷锋精神传人 》、 共青团长沙市委的
《吹响雷锋 “集结号”》、 长沙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芙蓉大队的 《弘扬雷锋精神，
做新时期人民满意交警》、 三一重工集
团的 《用 “钉子精神” 托起工程机械
的 “世界高度”》。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陈妙琼） 第七届中博会将于5月18日至
20日在我省举行 ，截至5月8日 ，我省已
拟签约外资项目超过130个 ， 内资项目
超过200个，其中港资项目超过半数。

记者今日从省商务厅获悉， 在共拟

签约的330多个项目中，主要包括基础设
施、先进制造业、旅游文化、高科技、新能
源、新材料项目。 “与往届相比，本届中博
会拟签约的项目集中在绿色产业领域，
合作的企业中有不少是世界500强企业，
港商拟签约项目的份额超过半数。 ”省商

务厅副巡视员周越介绍说。
本届中博会共发布招商项目 7212

个，其中我省发布项目1863个。 同时，我
省还确定了263个涉及基础设施、 能源、
新材料等13个类别的重点招商项目 ，总
投资超71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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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国庆
通讯员 何频 邹平辉

连日来，湖南科技大学北校区5区605
寝室捷报频传， 这个普通寝室的8名女同
学陆续接到研究生录取的喜讯，一时传为
美谈。

5月9日中午，“金花”们所在的马克思
主义学院特地在学校招待所摆了一桌酒
席，祝贺“8朵金花”一齐绽放。

高分录取一个也不少
3月29日，605室的张琼木同学打开电

脑， 第一个确认了自己被西南政法大学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此后，
这个寝室就不时传出开怀庆祝的欢笑声。
谁也想不到，同室的另外7位同学在为室友
“金榜题名”欢呼时，又一个不少地可以享
受被人祝贺的喜悦。

在今年的研考中，605室俨然成了一块
“风水宝地”，8名同学全部高分录取为公费

硕士研究生，最多的高出87分，最低也高出
42分。 让人赞叹的是，跨专业报考的张瑞同
学还以初试第一的成绩， 被海南大学中国
哲学专业录取。

金花迎着“寒风”绽放
住8人间普通寝室，而不是4人间学生

公寓，透露出“8朵金花”并不宽裕的家庭
条件。

走近8名准硕士， 记者发现她们除了
个子几乎一样高外， 穿着也同样朴素，衣
服都是不超过百元的“地摊货”。学院老师
说，这还是为接受采访特地穿的好衣裳。

“8朵金花”有7个来自农村，一个家住县
城的，家庭负担也很重，都是名副其实的寒
门学子。 她们一边学习，一边为自己的学费
和生活费忙碌。 考上兰州大学研究生的李
双根同学家在平江，为不给父母添负担，大
一开始，她就在学校做兼职，4年来，寒暑假
很少回家，都要远赴广东等地打工，大学期
间的学费差不多都是靠自己一手赚回的。

“考证王”怀揣8张证书
“8朵金花” 学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

业，她们的专业成绩排名全院前十名的就
有6个。每个人都担任过班干部，获得过学
校的各种奖励。但她们的“内秀”远不只表
现在专业能力方面，还个个多才多艺。

被湖南科技大学录取的3朵 “金花”
中 ， 外向活泼的张以文爱好手工 艺 ，
“十字绣” 是她的 “拿手绝活”； 罗尚莲
同学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两次获得
三等奖； 谭金霞书法、 绘画练得像模像
样， 舞蹈表演还在校园艺术节上赢得喝
彩。

临近毕业， 8朵 “金花” 除了可以拿
到让人羡慕的硕士录取通知书外， 她们
还怀揣着英语四、 六级证， 计算机等级
证， 教师资格证， 普通话等级证等多种
证书。 考上中南大学研究生的唐婷婷更
是605室的 “考证王 ”， 一人拿到8张证
书， 其中就有国家心理咨询师三级证书。

她们相互昵称“亲爱的”
走进605寝室，记者看到，简陋的房间

收拾得整齐有序。 墙上除了各种奖状，其
中一张写着 “亲爱的，我们一起加油！ ”的
纸条，特别引人注目。

605室每个同学的生日， 都会有简单
而温馨的庆祝；同学之间有小摩擦，当晚
立即举行“卧谈会”沟通。 她们很留恋：“4
年室友，让她们成为一辈子的姐妹”。

离考研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深夜，室友
何琳重感冒高烧，学校周边的医疗点都已
关门，大家二话没说，冒着凛冽的寒风，将
她送到湘潭市。生病期间，尽管进入“考研
倒计时”，但大家还是轮流照顾。

“良好的学习氛围可以感染人”。谭金霞、
张琼木现在仍感慨不已。 当初成绩不错的这
两位同学并没有打算考研， 一心只想赶快找
工作，为家里减负。 看到室友热情高涨，也被
感染，最后参加考研，结果成就了一段同室8
姐妹全部考上研究生的佳话。

本报记者 李宁
通讯员 王柱湘

【学雷锋故事】
“在刘华等志愿者的奔走下，许多好心人向我们伸出了

援手，救了我女儿一命。 ”4月底，在益阳市中心医院，看着已
脱离生命危险的6岁女儿钟晴， 钟新乐感慨万分地对前来采
访的记者说。

1月11日上午， 家住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和平村的钟晴
和两个同龄男孩在稻田玩耍。 男孩不小心点燃稻草，小姑娘
在用脚去踩灭火苗时，身上穿的棉裤被烧燃。 因为当时旁边
没有大人，扑火不及时，钟晴受伤严重，烧伤面积达38%，需要
多次手术进行皮肤移植。 由于治疗费用很高，钟晴家人一筹
莫展。

2月15日，通过询问，钟晴的家人辗转找到长期从事志愿
服务的刘华，希望得到她的帮助。

刘华是益阳市资阳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干部，曾
被授予“第八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和“全国百优青
年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2006年，她了解到资阳区张家塞乡孤
儿王燕茹生活困难，联合当地青年志愿者组织，为王燕茹募
集高中3年的学费，帮助其于2009年顺利考入大学。 2008年3
月，因为冰灾，沅江的柑橘严重滞销，她和青年志愿者一起在
益阳市中心城区设立5个义卖点，一天为橘农销售柑橘1万公
斤。

像往常一样， 接到求助电话得知钟晴被烧伤的事情，刘
华就立刻赶往医院看望慰问。 她了解基本情况后，在当地团
组织的帮助下，利用网络、媒体发动全市所有的志愿者开展
募捐活动。

2月19日，募捐活动在益阳市沃尔玛广场启动，许多爱心
人士自发赶来，踊跃捐款。 正在发高烧的湖南城市学院学生
王家琪，坚持全程参加募捐，活动结束后才去医院打针。 做服
装生意的李再华联系了一台宣传车，为活动免费广播，还发
动自己的20多位朋友前来捐款。 加上随后开展的一系列募捐
活动，共筹集善款19万余元。

【志愿者感言】
刘华：“我始终相信，帮助别人，快乐的是自己。 志愿者的一

个微笑，一次举手之劳的帮助，就能给身处困境的人带来甘甜
的雨露、灿烂的阳光，带来生活的信心甚至生命的希望。 ”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肖强）中博会临近，长沙公安交警部门今
天公布中博会部分活动交通管控措施。

5月18日开幕式当天， 主会场周边道
路限时通行。6时至12时30分，广电跨线桥、
公交车专用道、圣爵菲斯酒店欢城北侧通
道和湖南国际影视会展中心东通道、西通
道，禁止除持有中博会开幕式红色、橙色
专用通行证以外的其他一切机动车辆通
行。 7时30分至12时30分，三一大道的东二
环东口至开元互通西北匝道口路段、万家
丽北路洪山路口至鸭子铺路口路段，禁止
除持有“中博会通行证”的车辆、执行任务
的特种车辆、 乘坐有与会人员的车辆、公
交车辆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辆通行。 6时至
12时30分，公交车不得进入世界之窗公交
车专用道，由东往西的车辆在三一大道海
底世界入口以东处上下客后， 即停即走；

由西往东的车辆在开元互通调头，在三一
大道海底世界入口以东上下客后，即停即
走，不得在广电跨线桥南口上下客或进入
广电跨线桥。

5月17日部分道路限时禁行。 15时至
22时30分，在三一大道、二环线、湘江路
围合区域内的道路（除湘江路外，不含其
他边界道路）以及橘子洲大桥、营盘路湘
江隧道， 禁止车辆号牌最后一位数字为
双数的车辆以及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
动车辆行驶。 18时30分至22时30分，湘江
路的人民路口北口至劳动路口南口路
段、 人民路的蔡锷路口西口至湘江路口
东口路段、 西湖路的书院路口西口至湘
江路口东口路段、 劳动路的书院路口西

口至湘江路口东口路段实施交通全封闭
限制措施， 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辆通
行。 原途经上述路段的公交车辆绕道解
放路、蔡锷路、城南路、黄兴路行驶，具体
线路调整由市交通运输局另行公告。 18
时30分至22时30分， 将根据活动现场交
通情况，对湘江路、解放路、蔡锷路、城南
路、 黄兴路、 劳动路围合区域内的道路
（含边界道路）和湘江路的劳动路口至白
沙路口路段实施交通限制措施， 禁止除
持有“中博会专用通行证”车辆、执行任
务的特种车辆、 公交车以外的其他机动
车辆通行。 12时至22时30分，湘江路的湘
春路口至猴子石大桥路段 （含观光车道
和非机动车道）严禁任何车辆停放。

本报5月9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杨次林） “中博会” 召开在即， 长沙市
交通运输局、 长沙市客管处今天组织稽
查小组， 对全市各公共客运企业开展联
动稽查。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介绍， 为
全力保障会议期间参会代表的出行， 从
5月16日至20日 ， “中博会 ” 的3000多
名志愿者及持有 “中博会” 有效证件的
参会代表， 都可免费乘坐长沙市内公交
车； 对始发和途经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的
132路、 136路、 158路、 501路、 701路、
901路 、 915路等7条线路将增加运力 ，

加密发车频率； 此外， 在开幕式当天 ，
在与会代表下榻的宾馆酒店到会展中心
之间 ， 由龙骧巴士开通9条 “中博会 ”
穿梭巴士， 免费接送参会代表出行。

目前， 长沙市各客运企业正在对所
属营运车辆的车容车况、 停车场地、 灭
火器设施等进行全面自查， 以确保车辆
状况良好。 长沙市客管处规定， 在 “中
博会” 期间， 公交车辆必须每天回场检
查、 出租车每3天回场检查， 确保公交

车做到 “到站一扫一抹”， 出租车全部
配备和及时更换白色座套； 同时， 市客
管处将组织47个联动稽查小组， 切实加
强对从业人员的督查， 纠正公交车乱挤
乱插、 拒载老人、 丢站甩客、 不按规定
报站以及出租车拒载、 不打表计程、 故
意绕道、 不给票等违章行为； 对发生重
大服务质量纠纷和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的， 将按规定取消当事驾驶员的服务资
格并追究所属公司责任。

本报5月9日讯（记者 乔伊蕾 李宁 张斌）为充分吸纳和
凝聚民智民意，以“湖南精神”促进全省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
展，今天下午，省水利系统、妇女界、文艺界分别召开座谈会，
干部职工代表为提炼“湖南精神”建言献智。

在省水利系统座谈会上，省水利工程管理局调研员肖昌平认
为“心忧天下、厚德致远、脚踏实地、敢为人先”表述语内涵，与水
利行业精神相吻合。 省水利厅科技外事处副调研员刘慎伯、省水
文水资源勘测局局长郭世明等表示，用“明德”、“务实”表述“湖南
精神”既简洁易懂，又能深入人心。省水利厅机关党委团委书记李
殿阳建议，“湖南精神”最好在12字以内，要通俗易懂，贴近百姓，
他比较认同“重大义、勇担当、敢争先、乐奉献”，希望能进一步打
磨、提炼，丰富其内涵。

在省妇联召开的全省妇女界“湖南精神”征集提炼座谈会
上，来自教育、法律、媒体等方面的21名妇女代表畅所欲言，纷
纷表示备选的4条表述语， 体现了湖湘历史文化的科学内核，
体现了建设“四化两型”社会的发展路径，体现了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时代特征。 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对表述语进行打
磨和提炼，强化“明德”、“务实”的精神。

在文艺界征集提炼“湖南精神”座谈上，谢璞、范正明、胡
英、林澎等10余名艺术家先后发表意见和见解。 大家认为，提
炼“湖南精神 ”表述语 ，既要反映历史沉淀 ，又要体现时代精
神，同时还需深具群众基础，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要集中
体现三湘儿女共有的气质和追求， 体现区域共性并赋予新的
时代内涵。 基本要素应该包括爱国主义、道德建设、勤劳勇敢
和开拓奉献精神，体现“明德”、“务实”和“敢为人先”等元素，
语言表述要生动，让人容易记忆。

同室8姐妹 考研全中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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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5月 9日讯 （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 何书典） 今天， 我省首个农作
物秸秆制板项目———安仁县万华生态
产业园举行开工仪式。 项目总投资10
亿元， 建成投产后， 一年可利用农作
物秸秆24万吨， 产秸秆板20万立方米，
创利税5000余万元， 并可给当地农民
增收7200万元。

据了解， 该项目由北京万华生态
板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郴州万华生态板
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所产秸秆板为
“零甲醛” 板材， 可广泛应用于室内装
修、 家具制造、 地板、 写字板及包装
材料等， 是一种新型生态、 绿色环保
建材， 现已应用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上海世博会等重大工程项目。

我省已拟签约项目超330个

长沙城区限时限路段通行管控

省会开展公共客运联动稽查

5月8日，长沙市
望城区铜官镇洪家
洲社区居民在湘江
边捡拾垃圾。 2005
年， 该社区居民组
成 一 支 志 愿 者 队
伍， 坚持及时清理
垃圾，保护母亲河。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文见祥
摄影报道

救助烧伤女童

“明德”“务实”“敢为人先”
更能激励前行

全省水利系统、妇女界、文艺界热议“湖南精神”

我省首个农作物
秸秆制板项目动工

总投资10亿元，
年利用秸秆24万吨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李雅文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我是雷锋家乡人
———2012志愿行动

———再迎中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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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雷锋精神
薪火相传

长沙市“雷锋家乡学雷锋”
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