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李立田 唐建军 傅先锋 蒋睿 ） 新春伊
始， 湘潭市雨湖区人武部再次从上级接
过了“先进党委” 和“全面建设先进团
级单位” 两块牌匾， 这已是该人武部连
续第3次获得这两项荣誉。 这是该部始终
坚持把工作重心沉入基层的结果。

雨湖区人民武装部将民兵营分为人
武部本级、 基层武装部和村级民兵营3个
层次，乡镇、街道、企业、院校、医院5种类
型。先后对响水乡、楠竹山镇、江南集团等
基层武装部新建了办公室、资料室和器材
室，在12个村级民兵营新建了“青年民兵
之家”。对办公场所欠缺的单位，进行合并
合用，节约了基建开支。 同时，3年来共投
入200余万元用于完善本级作战室、 器材
室、多媒体教室、荣誉室的建设，并为每个
基层武装部配备了制式防火、防爆、防汛
等器材及携运行物资，夯实了各级单位的
“软”、“硬”件基础。

目前， 雨湖区人武部本级及全区27
个基层武装部、 74个村级民兵营（连）达
到规范化建设要求， 大部分进入先进行
列， 战斗力得到了很大提升， 成为该区
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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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吃吃喝喝的讲究
■健康话题

本报记者 段涵敏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 人们忙碌工
作一年，春节长假难得有时间休息，同
时也是一个与亲朋好友相聚的日子。
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 吃吃喝喝是重
头戏之一。如何吃得更健康？记者采访
相关专家为您支招。

立春后宜甘不宜酸
“中医养生讲究时令季节。 ”湘雅

医院罗杰坤副教授提醒， 春节从除夕
至正月十五前后， 横跨了立春和雨水
两个节气， 春节养生保健一定要顺应
春令。

春季与五脏中的肝脏相对应，很
容易发生肝气过旺， 对脾胃产生不良
影响，妨碍食物正常消化吸收。 甘味食
物能滋补脾胃， 而酸味入肝， 其性收
敛， 多吃不利于春天阳气的生发和肝

气的疏泄， 还会使本来就偏旺的肝气
更旺，对脾胃造成更大伤害。 春天新陈
代谢旺盛，饮食宜甘而温，富含营养，
以健脾扶阳为食养原则。

中医所说的甘味食物， 不仅指食
物的口感有点甜， 更重要的是要有补
益脾胃的作用。 在这些食物中，首推大
枣和山药。 此外甘味的食物还有大米、
小米、糯米、高粱、豇豆、白萝卜等。

荤素搭配要合理，主食不可忘
湖南中医药大学何泽云教授提醒，

春节期间， 人们大都习惯于多吃菜、少
吃甚至不吃主食，这是不可取的。 粮食
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 它参与脂
肪、蛋白质的代谢过程，使其完全氧化，
减少有毒物的生成，还为人体提供膳食
纤维。 米饭还可以加快胃肠道的蠕动，
促进消化吸收，若是连续几天都以肉食
为主，必定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引发相

关疾病。据介绍，米饭在人体内大概1个
小时可以被消化吸收， 而肉食则需要4
到5个小时才能被消化。

节日的餐桌菜肴丰盛， 顿顿离不
了鱼肉荤腥。 这时，要多吃点蔬菜，新
鲜蔬菜是碱性食物， 含有丰富的纤维
素和维生素，不仅可解油腻，维持胃肠
正常蠕动，预防便秘，而且能中和体内
多余的酸性物质， 维持人体新陈代谢
的需要。

春节，不少荤菜都是含热量很高的
食物，再加配美酒更是“火上加油”，同
时花生、瓜子、坚果等零食，亦是含热量
很高的食物， 吃多了会增加肠胃负担，
甚至上火。专家建议，可多吃点如苦瓜、
冬瓜、豆芽等去火的食物调节。

暴饮暴食害处多，
特殊人群多留意

春节期间，亲朋欢聚，往往情绪兴

奋，易暴饮暴食。 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杨瑜明指出，突然吃得太饱，或喝
得太多，可导致急性胰腺炎，诱发急性
胆囊炎、胆结石等，重者可危及生命。

在寒冷的冬季少量饮酒可起到祛
寒、 通经络的作用， 但最好不要超过
二两。 同时， 老人的饮食应多留意。
由于他们的咀嚼及消化能力较弱， 应
选择较易消化的食物， 少吃脂肪含量
高和不易消化的食物， 如梅菜扣肉、
粉蒸肉、 糯米饭等。 节假日中， 糖尿
病人饮食最容易失控， 要切记控制饮
食。 心血管疾病患者要注意， 油腻食
物吃多了会使血脂升高， 血液变得黏
稠， 又加上饱餐后， 体内要集中较多
的血液去消化它， 使冠脉供血相对减
少， 导致心肌缺血缺氧， 诱发心绞痛
或心肌梗塞。

另外， 节日里孩子们会吃很多小
零食，要嘱咐孩子尽量少吃。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谢丹）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
近，长沙市疾控中心今天发出提醒：
节日期间人员流动大， 特别是涉及
疟疾流行区域的跨国人员流动量的
增加， 输入性疟疾疫情风险也不断
加大， 春节期间前往或从高疟区归
来的跨国劳务输出人员， 要注意防
范输入性疟疾， 医务人员在接诊不
明原因发热患者时， 要注意询问其
是否有疟疾疫区居住史。

长沙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近
年来，随着到国外务工、经营、旅游、
求学的人员不断增多， 输入性疟疾
病例呈逐年上升之势， 每年2月、
6-8月是报告疟疾病例最多的时
段。疟疾俗称“打摆子”，是经按蚊叮
咬感染疟原虫所引的虫媒传染病，
如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当， 可危及

生命。虽然我国正处冬季，但非洲的
安哥拉、乌干达、马里及东南亚的缅
甸、泰国、马来西亚等高疟区仍是炎
热时节，疟疾疫情依然流行。

由于目前尚无疟疾针对性疫
苗， 专家提醒前往高疟区的人员，
抵达疫区后要采取防蚊灭蚊措施；
从高疟区回国， 一定要及时到出入
境检验检疫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如
果出现发热、 乏力、 怠倦等类似感
冒症状， 要高度警惕是否感染疟
疾， 及时到正规医院发热门诊就
诊， 主动告知接诊医师近期曾前往
高疟区。 医务人员在接诊有高疟区
居住史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时， 要
高度怀疑疟原虫感染可能， 采血进
行疟原虫检测。 目前， 长沙市各级
疾控机构均向各级医院提供免费的
抗疟药物。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郑竞成 胡平伟） 1月31日一大早， 新
田县副县长、 县公安局长蒋纯铁来到县
城最繁华的中山路执勤， 向过往群众发
放警民联系卡30多张。 近年， 该县公安
局通过加强巡逻防控、 警力下沉提升见
警率， 推动了“平安新田” 建设。

该局针对节假日、上下班和农村赶集

日人流量大、社情相对复杂的实际，推行
“领导带队站高峰”，局、队、室、所负责人
带队上路、在乡镇圩场执勤。 该局落实专
业巡逻队员分片包干责任制， 添置3台新
型警用电动巡逻车， 开展24小时治安巡
逻、守卡蹲点，并实现车巡、步巡、重点地
段巡逻和重点单位巡逻有机结合。 近日，
城西派出所在日常巡逻时，当场抓获飞车

抢夺犯罪嫌疑人5名，破获案件10起，成功
打掉该犯罪团伙。

该局建立健全利益导向、 选人用人
机制推动警力下沉。 基层派出所民警每
月比机关民警多500元绩效奖励。 明确民
警提拔任用须有3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
历。 每年安排不少于10%的机关民警到
基层所队工作。 大力改善基层派出所办

公条件， 为每名基层所民警配置一台办
公电脑和警务通装备。 2012年招聘的30
多名协警员全部到基层派出所工作。 目
前， 基层一线警力占到全县总警力的
90%。

见警率提升， 增强了广大群众的安
全感， 降低了案发率。 2012年， 全县治
安、 刑事案件案发比上年大幅度下降。

本报2月6日讯 (通讯员 杨坚 李友
胜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 1月下旬以来，
新宁县从县直机关单位和乡镇抽调近
1000名干部， 深入村组、 田间， 落实
早稻种植面积 。 目前， 已确定 2个万
亩 、 7个千亩 、 100个百亩双季稻和 2
个万亩 、 3个千亩杂交玉米高产创建
示范片， 为争创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打
基础。

2010至2012年， 新宁县连续3年被
评为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 今年， 该县

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 行政推动、 产业
开发和科技支撑力度， 努力保持粮食生
产稳定发展， 冲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县里出台了水稻集中育秧、 粮食高产创
建实施方案等， 并明确乡镇党委书记为
粮食生产第一责任人、 乡镇长为直接责
任人。 村干部工资与粮食生产挂钩。 宜
种双季稻区村干部不带头种植双季稻的，
将视情况采取组织措施。 1月中旬， 县里
召开了粮食生产工作会， 与乡镇签订了
粮食生产责任书。

新宁县还把高产创建作为科技兴粮重要
举措来抓， 按照定地点、 目标、 人员、 责
任、 农户、 奖罚的要求， 在全县规划确定
了粮食生产创建示范片。 重点抓好水稻
集中育秧、 合理密植和安全齐穗3项关键
技术措施的落实， 规划早稻集中育秧面积10
万亩。

同时， 新宁县建立健全了政府主导、
农民主体、 多方投入的投入机制， 今年
安排粮食生产财政投入600万元， 比上年
增加200万元， 重点用于粮食生产奖励

等。 并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一事
一议” 财政奖补资金重点向双季稻区倾
斜。 还积极引导耕地有序流转， 大力扶
持经营水田30亩以上大户和50亩以上粮
食生产合作组织。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捷灵

“给我写一副”、“李书
记，这副可以送给我吗”……
2月6日上午， 中方县桐木镇
大松坡村村民高传良家院
内，临时用方桌拼成书案，怀
化市委书记李亿龙和市、县
书法协会5名会员一字排开，
忙着给村民写春联。 李亿龙
的书案前围满了人， 一副刚
写完，便被人“抢”了去。

这天， 李亿龙到中方县
桐木镇走访村民， 得知县里
开展“春联进农家”活动，主
动“请缨”，赶到现场为群众
写春联。

“李书记， 我今天刚好
建新屋， 想请您给我写副春
联 ， 就写‘九州崛起龙蛇
舞， 庭院生辉珍珠翠’。” 见
市委书记来写春联， 院子主
人高传良第一个挤进去， 拿
着一张纸片说。 李亿龙边写
边问 ： “为什么选这副春

联？”
“我们村是葡萄专业

村， 仅此一项， 去年人均收
入8000元。 搭帮党的好政
策， 让我建起了新楼房 。”
高传良开心地说。

“龙舞春风葡萄绿万
亩， 蛇携福气桐木富千家”、
“美丽中国处处新， 幸福小
康家家乐”。 村民高昌礼把
准备好的小纸条递上去， 一
定要请李亿龙代写春联。 李
亿龙说 ： “写得好 ， 很贴
切。”

李亿龙有求必应， 边写
边向村党支部书记唐克亮了
解村里贫困户、五保户情况，
叮嘱他要让他们过好年。

这时， 一阵欢快的鞭炮
声给现场增添了不少喜庆，
院子主人高传良再次挤到李
亿龙面前， 拉着他一起给新
家贴春联 。 当春联贴上墙
时， 周围的群众一齐鼓掌，
红红的春联映红了张张笑
脸。

本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朱若葵 曹碧波

“我们雷支书有股子霸蛮劲， 看准
的事， 就会使出浑身的劲做到底 。 ” 近
日， 记者到郴州市苏仙区栖凤渡镇栖
凤渡社区村采访， 同村干部邓荣贵聊
起了村党支部书记雷云平 。 邓荣贵
说， 正是雷云平的一股“霸蛮劲”， 让该
村从昔日“上访村” 变成了“省级生态
村”。

位于苏仙区北部的栖凤渡社区村，
早些年各类矛盾层出不穷， 村民上访不
断， 成了苏仙区出名的“上访村”。

2008年5月选举村党支部书记时，

多名竞选人知难而退， 但雷云平却勇于
担当， 迎难而上。 村民邓代连说： “当
时雷云平才36岁， 上台讲话， 他只说了
几句： ‘我是来做事的， 不是来当干部
的。 我不仅要解决村里的各种矛盾， 还
要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雷云平上任后“烧” 的第一把火，
就是解决村里因乱采河砂造成河道破坏
等遗留多年的问题。 他多次走进搞河砂
采挖的李建尾等人家中， 反复做思想工
作。 最终， 李建尾等人主动拆除了价值

100多万元的采砂设备和砂石场。
随后， 雷云平多次做工作， 村里修

路涉及的土地补偿、 林地权属、 企地矛
盾等遗留问题也一一化解。 “雷支书做
事太霸蛮了， 天天上门找我谈， 让我以
村里的大局为重， 拆杂房修路， 造福后
代， 我没办法拒绝他。” 村民邓立斌对雷
云平心服口服。

遗留问题解决了， 雷云平开始谋划
村里的产业发展。 他结合当地实际， 提
出发展优质杂交稻、 油茶、 瓜果、 畜牧、

水产等5大产业。 没技术， 他跑有关部门
和各种基地， 硬把技术专家请进来， 指
导村民搞种养。 从攸县请来的油茶种植
专家李清武一来就是5年多， 指导村民种
植“中苞红球” 优质油茶1000余亩。 去
年， 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2860元。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陈
永刚）2月5日，长沙的空气质
量达到了最近难得一见的
“优”， 困扰长沙的雾霾总算
离开。 为了让长沙减少“咳
嗽”，长沙市环保局加强了对
建筑拆迁等建筑施工扬尘的
现场管理， 今天对11家扬尘
污染严重的建筑工地予以曝
光。

长沙市环保局负责人介
绍，为改善空气质量，近段时
间， 环保部门组织了专门执
法力量， 加强对建筑施工扬
尘的现场管理。 截至目前，已
出动执法人员400多人次，检
查建筑工地61家， 经评查与
审定， 对佳兆业时代广场等
11家扬尘污染防治最差建筑
工地予以曝光。 他表示，春节
期 间 长 沙 市 环 保 热 线
“12369”将保持24小时畅通，

欢迎群众监督举报环境违法
行为。

链接 ：11家扬尘污染防
治最差建筑工地

1、佳兆业时代广场
2、市政建设公路黑石路

渣土运输工程
3、长沙（国家）广告产业

园
4、湖南省通信楼五凌路

项目
5、星语林·阿普阿布1-7

号栋
6、藏珑项目
7、地泰御和苑
8、长房·天翼未来城
9、长沙中电软件园一期

10#栋建安工程
10、雷高路拓改工程
11、 长沙麓谷汽车世界

项目

春节期间是输入性疟疾高发季

涉疟区跨国人员注意防蚊体检

春联映红农家院
新田 9成警力下到一线

新宁 及早谋划粮食生产

雨湖区74个村建立
规范化民兵营（连）

“我是来做事的！”

2月6日，群众在嘉禾县政务中心办理身份证件。 这几天，很多回乡过春节的务工人员到政务中心办理各种证件，公安机关
合理安排窗口、简化办事程序，并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办证群众节后能及时取到证件。 黄春涛 摄

（紧接1版①） 一年来， 该厂
电煤库存彻底打了个“翻身
仗”： 煤源从国内拓展国外，
朝鲜、 印尼等境外电煤被调
入该厂； 电煤运输通道摆脱
公路、 铁路制约， 从海上经
长江， 入洞庭、 进湘江， 再
运进电厂。

该厂根据调入电煤的煤
质、热值，合理进行掺配，既
保证机组出力所需热力，又
合理增强电煤保障能力。 据
统计， 在保证机组安全稳定
的前提下，2012年该厂通过
对电煤合理掺配一项， 就节
约电煤采购成本3800万元。

（上接1版②）
之后， 记者拨通了价格

举报电话“12358”，工作人员
说出租车不打表、 乱收费的
情况确实存在， 但他们没有
执法权， 执法权属交通局的
客管办。 记者又拨通了他们
提供的8365908客管办电话，
客管办工作人员说， 他们对
出租车拥有执法权前几天上
面才明确， 以前执法权都在

城管。前两天，客管办已会同
运管、交警、物价、城管等部
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打击
出租车非法营运、不打表、无
证上岗等违规行为。

“联合执法”虽然已经进
行了两三天， 但收效甚微。6
日上午10时， 记者在冷水滩
区河东市建行门口， 先后拦
下了10多台出租车， 都因要
求打表而被拒载。

长沙曝光11家扬尘污染“大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