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钟三英）今天，浏阳市万名
“禁毒妈妈”聚集在浏阳河广场，共
同签名 “关爱生命·呵护家庭”，千
人禁毒志愿者共同宣誓 ： 珍爱生
命·拒绝毒品。

浏阳市曾连续两年荣获“全省
禁毒工作先进区、县（市）”称号，淮
川办事处被省市禁毒委授予“禁毒
工作先进街道”，禁毒教育基地、毒
品查缉等工作在长沙名列前茅。为
了让禁毒运动引向纵深发展，浏阳
市借今天国际贩毒宣传日契机，组
织万名母亲开展禁毒大联盟。

综合 ２０12年6月27日 星期三本版责编 谭云东 版式编辑 李珈名 责任校对 胡永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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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何光彩 李建军

“毒品，曾使我迷失方向陷入深渊，
使我身体受害体质下降，使我意志消沉
精神不振，使我家庭破碎妻离子散。”

在“6·26”国际禁毒日，记者走进
永州市长茅坪强制隔离戒毒所，参加
这里举行的 “爱心家园———回归之
旅”戒毒场所首届开放日活动 ，零距
离接触这所特殊学校里的特殊人群，
聆听他们与亲人间的深情倾诉。

长茅坪强制隔离戒毒所为了组织
好首届开放日，特别安排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亲情帮教座谈会。座谈会上25名强
制隔离戒毒学员与亲属零距离接触促
膝长谈。

今年30岁的曾憎， 原本有一个好
工作、一个好家庭，自2009年染上毒瘾
后， 把家里的小车和自己的项链卖了

当毒资，把亲人当仇人，经常与社会上
的毒友鬼混在一起。去年2月，父亲与
当地公安局禁毒大队联系， 把他送进
了戒毒所。“一年多来， 通过法警的爱
心管教和父亲的亲情规劝， 我深深感
受到毒品对家庭、 对社会和对自己身
体健康危害极大， 争取早日出去再找
份好工作，结婚生子，孝敬父母。”曾憎
面对前来探望的父亲，话语诚恳。

“妈妈，你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操心
奔波，我打盆热水给你烫烫脚吧！”经法
警允许后，一盆热气腾腾的水端了上来。
今年43岁的黎有才一直与84岁的母亲相
依为命，自己在江永县一个单位当司机，
几年前出差外地染上毒瘾， 先后两次被
强制隔离戒毒， 可出去后又经不起毒友

的诱惑，今年2月，年迈的母亲无奈再次
向公安报案把他送进了戒毒所。“出去后
一定远离毒友，重新组建一个家庭，陪着
妈妈好好过日子。”听儿子这样说，母亲
沧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来自蓝山的陈志林在座谈会上一
直拉着妻子的手不放， 妻子的脸上始终
挂着泪花。 他告诉记者， 自己有两个小
孩，夫妻恩爱，原本是个很幸福的家，家
里买了一台大货车跑运输， 月收入上万
元。自从吸毒后，车子也卖了，去年12月
与毒友在一块吸毒时被公安抓住送到了
这里强制戒毒，现在想起来好后悔。妻子
流着泪苦苦劝他好好改造，彻底戒毒，争
取早日出去，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陈志
林默默无言，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作为一个和劳教（戒毒）所合作
多年的企业，我们深知戒毒人员回归
社会找工作的不易，也深知身上肩负
的社会责任 。多年来 ，我们本着 ‘平
等、参与 、共享 ’的原则 ，为戒毒人员
开发就业岗位，戒毒人员职工一经录
用，工作要求 、劳动合同 、工资待遇 、
福利保障都和普通职工完全一样。永
州市劳教（戒毒）所组织的这次活动，
为我们企业和戒毒人员之间搭建了
一个很好的平台 ，同时 ，也体现了党
和政府对戒毒人员的关怀，对戒毒人
员事业的重视，希望以后经常组织这
样的活动，让更多的戒毒人员朋友参
与社会 ，体现他们自身的价值 。我相
信，我们的戒毒人员就业工作一定会
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深圳九洲蓉胜科技有限公司朱慧
华的表态，把爱心家园———回归之旅活
动推向了高潮，引来了阵阵掌声。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陶海音 通
讯员 袁建平 刘易） 在长沙某媒体工
作的沙女士这几天很高兴，因为从7月
1日起，广铁集团将开行长沙始发至她
老家安徽合肥的直通旅客列车。“以后
逢年过节，回合肥老家就很方便了！”

据了解，长沙至合肥的直通列车
车次为L206/5次， 为新型空调列车，
编组包括 5节硬座车厢 、1节软卧车
厢 、7节硬卧车厢 、1节餐车 、1节发电

车。列车沿途经过湖南、湖北、安徽三
省，全程485公里，运行9小时49分，长
沙至合肥硬座车票仅91元。

一直以来，长沙到合肥都没有直
达旅客列车，只能从阜阳、南昌、武汉
等地中转。而长沙到合肥虽然有飞机
能够直达 ，但航班也不多 ，而且机票
价格相对昂贵。湖南人甚至普遍感到
“到合肥去不知怎么走”。
� � � � 湖南 、安徽同属中部六省 ，但是

两省省会间一直没有直达旅客列车。
在中部6省间， 铁路交通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从长沙与各省省会的铁路
联系来看，长沙与湖北武汉有武广高
铁相连，两个城市早已步入一小时经
济圈；长沙与江西南昌也早已开通时
速250公里的动车组； 京广大动脉一
开通就将长沙与河南郑州串在同一
条黄金运输线上；长沙与山西太原也
早有直达列车。长沙至合肥L206/5次

列车的开行，无疑使湖南和安徽多了
一条便捷通道， 中部6省省会将实现
铁路“全互通”。

长沙至合肥L206次，长沙始发时
间为12时25分，沿途停靠汨罗、岳阳、
临湘、赤壁、咸宁、武昌、汉口、六安等
站 ，终到合肥为当天22时14分 ；合肥
至长沙L205次，合肥始发时间12时45
分 ， 到达长沙站时间为当天22时47
分。目前，该次列车车票已开始发售。

●中部6省省会将实现铁路“全互通”
●长沙至合肥硬座车票仅91元

长沙下月首开直通合肥始发列车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曾勇） 我国第一条具有世
界一流水平的高铁干线———武广
高铁6月26日安全运行两年半 。两
年半的时间，武广高铁以其“方便、
快捷、大能力”的鲜明特点，创造了
运输旅客近7000万人次、安全运行
1亿多公里的骄人业绩， 成为我国
乃至世界高铁干线安全运营成功
探索典范。

武广高铁运营两年半，由运营
初期日均运客3.7万人到目前日均
9.9万人，已经翻了近3倍，截至6月
26日，已累计运客6990.2万人次。武

广高铁已成了粤湘鄂三省群众出
行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大大缩短
沿线武汉、长株潭 、珠三角各区域
间和城乡间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
间、 城乡间劳动力尤其是人才、信
息等要素的快速流动，推动区域和
城乡协调发展。

据广铁集团介绍，武广高铁开
通后，客货分线效果明显 。京广铁
路武广段的货运能力日均增加33
列货物列车， 折合日均4000车、25
吨左右， 关系国计民生的煤炭、石
油、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开始得到
较大满足。

创造高铁干线安全运营典范

武广高铁两年半运客近7000万人次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黄虎）6月26日是第25个国
际禁毒日。 今天上午，“爱心家园·
回归之旅———湖南省戒毒人员回
归社会援助工程”启动仪式在长沙
举行。

本次活动由省戒毒管理局主
办。 活动通过与爱心企业合作，帮
助解除戒毒人员签订就业协议，帮
助他们融入社会。

为了让戒毒回归人员有一技
之长，逐渐融入社会 ，弱化复吸诱
因，有效降低复吸率 ，省戒毒管理
局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每年有
近千名吸毒人员参加了电工 、电
焊、汽车维修、电脑操作等培训。同
时，争取企业及社会力量支持戒毒
人员就业， 目前已有300多名戒毒
回归人员在爱心企业的帮助下，得
到了安置就业。

300多名戒毒回归人员得到安置就业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马超波 罗娜 ）今天 ，由张
家界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
告人黎建军等17人特大贩卖毒品
案 ， 在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此案是张家界建市以来 ，涉案
人数最多、涉案毒品数量最大的贩

卖毒品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 自2011年1月

以来，桑植县人黎建军先后组织多
人从广东、四川等地购买毒品共计
5183克，大肆在张家界市范围内销
售，获取巨额非法利润 ，严重危害
了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

张家界市最大贩毒案开庭审理

爱心涌动戒毒所

浏阳“禁毒妈妈”大联盟

6月26日是
国际禁毒日 ，常
德 市 举 行 表 彰
“十佳 ” 禁毒爱
心 人 士 暨 焚 烧
毒 品 大 型 禁 毒
主题宣传活动。

吴林芳 摄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吴湘杰）宁乡县第一家助农
取款服务点日前在坝塘镇边街子村
加加发超市正式启动。 这是宁乡农
村商业银行创新产品、 力推助农取
款服务的最新进展。

记者在现场看到，村民手持银
联借记卡，在银行卡受理终端刷卡
后，就可开展小额取款、余额查询、
限额转账等业务。 村民李高名说：
“以前取款，要到十几里外的银行，

还要排队，哪怕取一百块钱也要花
半天时间。现在 ，我拿银行卡就可
随时在邻居家的商铺取钱了，方便
多了。”

宁乡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张芳
介绍，该行将在全县范围内的32个
乡镇，确定一批合作商户 ，布放银
行卡受理终端，作为助农取款服务
点，支持最大取现额度为每天每卡
1000元，真正把金融服务延伸到农
民家门口。

在乡村布放银行卡受理终端
宁乡力推助农取款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