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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
员 李旭林 黄伊莉 ） 长沙县家庭教育工
作全省领先！ 该县中小学家长学校办学
率达100%， 家庭教育工作覆盖全县68%
的居民。 6月26日在该县举行的全省家庭
教育现场会推介其经验。

2007年， 长沙县启动全省家庭教育
示范县创建工作。 县委、 县政府将家庭
教育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

将家庭教育经费预算列入财政常年预
算。 县教育局将家庭教育工作， 纳入学
校年度绩效考核内容， 所占分数由2007
年以前的0.5分， 提高到2分。 同时， 建
立强有力的专家型家庭教育队伍。 目
前， 全县中小学都创办了家长学校， 其
中4所省级示范、 13所市级示范、 71所
县级示范。

现场会代表们深入该县黄兴中学、

黄龙小学、 中南小学、 石常中学等中小
学的家长学校， 实地感受了该县家长学
校“遍地开花” 的生动景象。 在这里，
巡回讲课、 观摩教学、 教子经验交流、
函授教学、 开卷考试、 亲子活动、 家长
开放日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 让代表
们感受颇深。 家校通、 教师家长QQ群、
学校家庭联系卡、 联系箱、 家庭教育咨
询热线等多样化的家校互动模式， 更给

与会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说， 长沙县的

经验非常宝贵， 值得学习。 全省各地一
定要像重视学校教育一样重视家庭教育，
扎实推进家长学校建设。 要实行家校携
手， 积极探索家长学校办学新模式， 推
动家庭教育科学发展。

现场会上， 娄底市、 郴州市以及醴
陵市也分别介绍了经验。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谭建衡 王
军平 邓贵华） 记者今天从建行湖南省分行获悉， 今年
前五个月， 全省客户通过电子银行办理的业务量超过
1.5亿笔， 其中账务性交易 （指账户资金余额发生变动
的交易） 7367万笔， 是柜台账务性交易的3.23倍。 这意
味着， 每4笔账务性交易中， 柜台办理了1笔， 而另外3
笔是通过电子银行办理的， 电子银行已经成为该行服务
客户的主渠道。

建行长沙湘江支行的四方坪网点， 以前， 3个普通
窗口一天“叫号” 400个， 市民排队办理业务渐成常态。
然而， 不到两年时间里， 随着电子银行深入普通大众、
分流柜面压力， 现在该网点的柜台单日业务量缩小一
半， “排队难” 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省建行电子银行业务近几年飞速发展， 已经形成了
包括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 短信金融服务、 国际互联网
站等在内的服务体系， 客户总数突破2100万户。 以网
上银行为例， 该行62%的个人客户、 84%的企业客户均
开通了该项服务， 客户规模在全国建行系统中名列前
茅， 在省内同业处于领先地位。 目前， 工资代发、 养老
金网银代发、 医保网银代发等服务早已不鲜见， 而个人
网上银行物业费代缴、 城市通行费代缴、 福彩购买等创
新功能的出现， 让市民少了跑腿排队的麻烦。

省建行电子银行部负责人介绍， 以往通过银行转
账， 必须知道收款人的账号， 现在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只要在手机上输入收款人的姓名、 手机号码和转账金
额， 就可实现资金划转。 今年该行又推出了网点排队信
息手机查询功能， 进一步方便市民前往柜台办理业务。
同时， 该行跨界进军电商领域推出的“善融商务” 服务
平台， 为客户提供了包括信息发布、 在线交易、 支付结
算、 分期付款、 融资贷款等在内的全方位服务， 业务量
呈迅猛增长的态势。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长沙防汛部门监测到， 长沙地区从6
月26日12时开始， 全市出现了一次
大范围强降雨过程， 截至27日8时，
全市平均降雨58.6毫米。

根据中尺度气象自动监测站网统
计，全市共出现暴雨（超过50毫米）73
站，大暴雨（超过100毫米）41站，主要
集中在宁乡、望城和长沙县北部。截至
27日8时， 全市平均累计降雨58.6毫

米，其中长沙县、望城区、浏阳市、宁乡
县和城区累计平均降雨50.5毫米 、
67.0毫米、27.1毫米、106.5毫米和60
毫米。 最大为宁乡县中部的双凫铺站
307.1毫米，最大一小时降雨97.8毫米
（出现在26日17至18时）。

受强降雨影响， 沩水及支流出现
洪水过程，沩水控制站宁乡站于27日6
时35分出现43.43米洪峰水位（距警戒
水位1.57米）。 浏阳河、 捞刀河水情平

稳。宁乡县双凫铺、资福、黄材、沙田和
老粮仓等乡镇受灾严重，长沙县、望城
区和浏阳北部也不同程度受灾。 全市
各类水库和涉水工程运行正常， 没有
出现一起人员伤亡和意外事故发生。

城区交通顺畅， 没有出现较明显
的渍涝情况。仅天心区西湖路、劳动路
与白沙路交汇处、湘府路大桥桥底、湘
江中路江岸春天楼房处一定程度积
水。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王文隆）
根据长沙气象部门预测， 今天白天到
29日降水仍将持续。 长沙防汛部门
根据气象分析认为， 各地防汛形势依
然严峻， 建议全市各地继续加强预测
预报， 高度警惕次生灾害。 长沙各部
门24小时待命， 积极应对雨情汛情。

目前， 每个街道社区、 每个乡镇
村组都强化了防汛值班值守。 同时，

防办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城管、 排水等
部门派出人员在市防汛值班室一起加
强值班值守。 各水管单位加强对水
库、 堤防、 穿堤建筑物、 尾砂坝等巡
查防守。

城管、 住建、 市政、 交警、 电
力、 供水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职责，
成立了相应的应急处置小组， 24小时
待命。 城管 （市政） 工作人员均分布

城区易渍地段， 及时排除出现的状
况， 公安交警全部上路， 指挥疏导交
通， 确保了城区交通基本畅通。

目前， 土壤含水量超饱和， 后
段强降雨继续， 极易导致泥石流、
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长沙市防
指提示， 要及时组织安全转移， 确
保人员安全， 坚决杜绝群死群伤事
件发生。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红伟 ） 记者今日从省公
路管理局获悉 ， 入汛以来 ， 多轮
强降雨已造成全省共219处路段发
生交通中断 。 截至 6月底， 这 219

处路段经抢修已全部恢复交通，
仅个别大型塌方和滑坡有待后续
综合处治。

据介绍， 发生交通中断路段包括
3条国道7处、 8条省道17处、 107条

农村公路195处。 灾情发生后， 全省
公路部门紧急动员， 迅速启动水毁抢
修应急预案， 紧急调集抢险人员、 机
械设备和相关物资， 全力组织抢修中
断交通路段。

涟源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后续

22名学生已出院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贺威 ） 记者从

涟源市了解到， 截至27日上午， 该市疑似
食物中毒事件中在医院留观的27名学生，
已有22人出院。 另有5名学生仍在医院， 但
没症状， 身体、 情绪较好。 这5名学生今晚
或明天可能出院， 不过以学生和家长自愿为
前提。 送检的牛奶样品， 需72小时后才有
正式结论。

民警组织救援
男子起“死”回生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陈烈铭 ） 6月26日， 耒阳交警大队3位民警
路过107国道线1849km+100m耒阳市石塘
铺路段时， 发现一起装沙货车与拖拉机碰撞
致使拖拉机侧翻的交通事故。 起初， 肇事者
以为男子死亡， 大家信了！ 没施救！ 后来经
过仔细观察， 他腹部还在微动， 路过民警积
极组织救援。

当天12时23分， 耒阳交警大队民警黄
钢、 陶立明、 资进阳路过石塘铺路段时， 发
现一辆运砖的拖拉机侧翻于公路下面， 司机
的脖颈被压在拖拉机车头下， 没有动弹。 肇
事者认为该司机已经死亡， 在旁不知所措。
黄钢等人当即到现场察看， 一面通知值班交
警赶往现场。 这时， 细心的黄钢发现“死
者” 的腹部还时不时微动， 有呼吸迹象。

“他没死， 还活着， 赶快施救！”
这时， 黄钢等人立即组织人员施救， 一

面叫人立即联系人民医院救护车， 一面组织
大伙开始帮忙搬开男子身边的砖。 由于拖拉
机上的砖较多， 警车根本无法拉起拖拉机，
黄钢只得在车流中拦下一辆车牌为湘
D958**的国家电网的双排座货车， 利用钢
丝绳， 将拖拉机拉起。

男子被抱出后， 原本不流血的头部突然
流血不止， 黄钢等人赶紧将人平铺在马路
上， 并与大队联系， 打开救援紧急通道， 为
救治伤者赢得了宝贵时间。 随后， 120救护
车赶到。 从下车察看到男子上救护车， 前后
总共耗时6分多钟。 下午17时许， 黄钢与医
院电话联系得知， 被救的男子已经脱离了生
命危险。

长沙县家庭教育全省领先
家长学校办学率达100%

强降雨致219处路段交通中断
目前已全部恢复交通

后期降雨仍将持续

长沙各部门24小时待命

长沙城区没有明显渍涝

电子银行成
建行服务主渠道
●办理约3/4账务性交易
●客户总数突破2100万户

本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马娟

6月27日， 荣获“全国十大禁毒先锋” 称号的谢子
立， 从北京受奖回到永州， 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
迎。

谢子立从2009年担任永州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
长起， 一直不遗余力地奋战在永州禁毒最前线， 以善
斗、 敢斗、 猛斗而成为威名赫赫的“缉毒斗士”。

“智多星” 是同行送给谢子立的外号。 他有一双
“火眼金睛”。 2009年， 他接到一封普通的举报信， 信
息量非常少， 但他敏锐地感觉到背后隐藏着一个毒品犯
罪集团。 犯罪主要嫌疑人何某从事贩卖毒品违法犯罪多
年， 与公安机关打过多次交道， 行踪诡秘， 反侦查能力
强， 前期没露一丝破绽， 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谢子立盯
住细微线索， 从外围入手进行突破。 一名曾为何某提供
食物的青年男子进入侦查视线， 通过一个多月的跟踪、
蹲守， 一个特大制贩毒品团伙呈现出来。 分布在北京、
天津、 保定、 湖南的4处制毒窝点最终被捣毁， 18名团
伙成员无一人漏网。 这就是“04·02” 部督目标案件，
该案被国家公安部禁毒局评为“全国十大缉毒精品案
件”。

2012年初， 唐某等制贩冰毒案人员将制毒窝点隐
匿在零陵区菱角塘镇与凼底乡交界的密林深处， 仅有一
个进出路口， 且有人望风。 谢子立乔装成捕蛇人， 在密
林周边发现了一条由捕蛇人进出的隐秘小道， 进入“毒
穴”。 经过半年多的侦查、 盯守， 成功摧毁这一个10多
人的制毒团伙。

温文尔雅的谢子立， 面对凶恶的犯罪分子， 总是第
一个挺身而出。 去年5月， 禁毒支队在侦破唐某某特大
贩卖毒品案时， 主犯之一兰某某企图驾车逃跑， 谢子立
发现后毫不犹豫地冲上前， 一把抓住车内的犯罪嫌疑
人， 被车子拖行了20多米。 后在同事的配合下将车子逼
停， 并在车上搜出手枪一支。 真险！

“打铁还需自身硬”， 这是谢子立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 今年1月， 永州市与云南普洱警方联合侦破邹某某
贩毒案， 有一名涉案人员与谢子立系同乡。 邹某某通过
朋友， 准备了一大包礼金， 求谢子立网开一面， 被谢子
立当即回绝。 邹某某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放话给谢子
立， 如果不从轻处理他， 就对谢子立一家进行报复。 谢
子立义正辞严地说： “法律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要从轻
处理， 我无权做到！”

4年来， 谢子立与他的同事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70
多起， 摧毁贩毒团伙12个， 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210多
名， 缴获毒品600多公斤。 其中， 谢子立亲手抓捕了30
多名毒贩。 2011年， 谢子立被省政府记一等功， 今年6
月26日， 被国家禁毒委授予“全国十大禁毒先锋” 荣誉
称号。

“缉毒斗士”谢子立

6月26日， 车辆在雨水中驶过。 当天， 一场阵雨将长沙市浇了个透心凉， 令晴热多天的星城暑气消了不少， 气
温明显下降。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郭鹏 侯小芳 刘小龙）近日，永兴县林业部门
在参加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调查中，
发现“植物活化石”——— 野生水松7株。这些
水松分布在大布江乡小坑村、 江头村和虎踞
坑村，其中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有5株，最大
的树龄为260年，胸径1米、高22米；最小的树
龄60年，胸径0.4米、高16米。

水松属杉科、 水松属， 落叶或半落叶乔
木，该属仅此1种，是世界孑遗植物、国家一级
保护植物，也是我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为古
老残存种，全国总株数不到1000株。为加强
保护， 目前永兴县已编制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拯救保护工程规划，完成了野外调查、编号挂
牌、与林权所有者签订管护协议等工作，建立
了档案，并修建护坡、围栏、隔离带等保护设
施。同时，流转水松保护所需土地15亩，健全
种群监测和保护管理制度，并科学开展采种、
育苗和繁育工作， 力争建成水松近地保护种
群。

永兴发现7株野生水松
全国总共不到1000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