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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晶琎

附近村民涌入服务区摆摊

卤猪脚在锅里冒着热气， 方便面
和矿泉水成箱摆放， 过往人群和商贩
们讨价还价……这些在夜宵摊常见的
画面， 竟然出现在了高速公路服务
区。

记者7月中旬在潭邵高速公路洞
口服务区发现， 晚上10时以后， 30多
个摊点在该服务区前坪集中摆放， 出
售的商品从烟酒糖茶， 到时令水果一
应俱全， 这里俨然成了一个自由农贸
市场。 与几位摆摊小贩攀谈才知， 他
们都是服务区附近的村民， 这里摆摊

“生意好”。
“这半年来天天晚上都如此，

服务区、 路政等管理人员当天劝退
了， 第二天又来了。” 位于服务区的
好相惠超市洞口店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抱怨， 高速公路包括其服务区均
属于封闭式管理， 未经相关部门许
可的商贩， 不能随意进入服务区摆
摊设点。 “现在这样恶劣的经营环
境， 给司乘人员带来严重的食品安

全甚至治安隐患。”
这些商贩是如何进入服务区的

呢？
“服务区的铁栅栏经常被破坏，

修好后马上又被毁坏， 附近商贩因此
能轻易进入服务区，” 湖南高速广通
实业公司潭邵服务区综合管理办主任
唐志刚介绍， 今年以来， 用于洞口服
务区防护栏的修护已花费60多万元，

“预计全年共将投入近300万元用于围
栏改造修护。”

餐馆搭 “天桥” 直通服务区

让唐志刚感到头疼的还有服务区
周边随处可见的餐馆。

记者18日中午在水府庙服务区发
现， 附近一家名为“滨湖酒店” 的餐
馆， “巧妙” 地搭建了一座简易“天
桥”， 越过服务区围栏， 将餐馆与服
务区连接起来。 一位中年男子热情地
向记者吆喝： “里面走， 吃土菜！”

原来， 服务区周围的餐馆通过私
自搭建楼梯、 “天桥” 的方法， 向服
务区的司乘人员招揽生意。

“司乘人员不顾自身安全， 往返
简易‘天桥’， 给服务区的安全管理
和高速公路的运营及道路安全畅通埋
下了较大的隐患。” 湖南高速公路管
理局邵阳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解
释， 由于高速公路管理部门没有执法
权， 对于这类行为只能教育和劝阻，
不能强制撤离和拆除。

当服务区围栏被破坏， 人员能自
由进入后， 给一些不法犯罪分子提供
了可乘之机。 据知情人员透露， 今年
前6月， 在水府庙服务区内发生的打
架冲突、 偷盗、 抢劫、 诈骗等违法犯
罪案件有200多件， 平均每天至少发
生1起案件。

“执法难度很大，” 省高支队邵
怀大队隆回中队相关负责人对此回
应， 由于潭邵沿线服务区功能设施划
分不合理， 加上高速公路服务区来往
人员流动性太大， 证据不易搜集等原
因， 给执法破案带来极大难度。

建立治安责任体系迫在眉睫

服务区经营环境恶劣的“乱象”
其实由来已久。

据介绍， 长期以来， 特别是在油
荒、 春运以及节假日期间， 受经济利
益驱动， 服务区的经营活动和安全秩
序经常受到少数不法分子甚至部分周
边村民的干扰。 这不仅严重破坏服务
区的正常管理和对外窗口形象， 而且
对过往司乘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
了威胁。

7月16日， 在全省高速公路服务
区管理专项治理工作会上透
露， 从7月中旬起， 将开展为
期5个月的服务区专项治理行
动， 对服务区进行整改。 要求
“制定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与交警、 路政及地方政府建立

联勤联动机制。”
据湖南高速广通实业公司党委书

记林凌介绍， 该公司负责经营全省42
对服务区， 公司将派出1000多名工作
人员加强整治力度， 并投入近3000万
元用于服务区的地坪整改、 卫生间改
造、 增设监控设施等。

“为了消除安全隐患， 对潭邵高
速的沿线服务区采取了多项措施 。
如， 封堵加高围墙， 增加监控设施的
装备； 发放宣传单对驾驶员进行食品
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等方面宣传教育
等。”

一位服务区相关管理人员向记
者透露， 尽管高速部门已在服务区
增加了保安力量和监控系统， 并在
省综治办的统一协调下对重点服务
区开展过集中整顿行动， 但整治效
果并不明显， 经常风头一过就会卷
土重来。

高速部门呼吁， 只有交通、 交警
以及当地政府及执法部门共同建立服
务区经营环境治安责任体系， 并将服
务区治安管理工作成效纳入到当地政
府、 特别是执法部门的考核范围， 才
能真正形成长效机制， 确保服务区的
长治久安。

为 您 服 务记者 在你身边

近日有读者通过96258热线反映：在潭邵高速公路水府庙、洞口等服务区，出现了小商小贩到
服务区摆夜宵摊、附近餐馆到服务区揽客的现象，严重影响服务区正常经营秩序。记者近日采访
发现，这种“乱象”近年来屡有发生，高速公路相关管理部门多次劝阻，依然屡禁不止———

高速服务区竟成“自由市场”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三湘 时评

杨朝清

没有煽情、 没有调侃， 只有
温情的叮嘱 。 近日 ， 清华大学
4000多名研究生在校体育馆上了
“最后一课”， 校长陈吉宁的临行
叮嘱聚焦于两个字———良知， 他
嘱咐学生要坚守良知 ， 拒绝做
“高知坏人 ”。 （7月17日 《北京
日报》）

校园的 “最后一课 ”， 却是
人生的 “第一课 ”， 陈吉宁校长
可谓用心良苦。 同时， 他嘱咐学
生拒绝做 “高知坏人” 的警世格
言， 也引发了人们对当下高等教
育的讨论和反思。

社会转型时期， 有限的社会
资源， 激烈的社会竞争， 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是
非观和价值观。 即使在相对封闭
的 “象牙塔 ”， 世俗社会的浸润
也同样不可避免， 功利主义也有
着不容小觑的生存空间。 学术不
端也好， 考试作弊也罢， 高校对
社会底线的突破有时候让人们见

怪不怪。 更有一些所谓的 “业内
人士 ”， 对我们的房价 、 油价等
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大加议论 ，
而事实上， 他们不过是被豢养起
来的炮手。 因为信息不对称， 老
百姓只能任由其大放厥词 。 最
终， 在舆论的裹挟下， 一些公共
政策被左右， 最终受害的还是老
百姓。

这一切 ， 早已引起有识之
士的反思 。 北京大学老教授钱
理群认为 ， 大学校园中存在着
一批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 他
们高智商 、 善于表演 、 懂得配
合 ， 更善于利用考评机制达到
自己的目的 。 在清华大学校友 、
青年作家蒋方舟看来 ， 这些人
就是 “教育和世俗标准下的少
年得志者”。

事实上， 无论是对 “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 的批判， 还是拒绝
做 “高知坏人” 的期待， 归纳到
一点， 就是希望精英群体有担当
和坚守， 更要有底线思维而不能
随波逐流。

拒做“高知坏人”何处入手

本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阮涛 何珍一 谷志华

7月15日， 无需通知， 郴州
市北湖区郴江街道梨树山村所有
党员， 准时来到村党支部会议
室， 参加党员例会。

“20年来，每月15日，我们的
党员会就像‘月月谈’例会，从未
间断过。”70多岁的前任支书宁豪
雄清楚地记得1993年他组织召开
第一次党员大会的情景。 他介绍
说， 党员例会主要是组织党员们
一起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回顾上
月工作，讨论村里重大事项。党员
们可以质询， 可以发言， 可以讨
论， 每一个党员的发言都会被记
录下来。

地处郴州市城郊结合部的梨
树山村， 共有 10个村民小组 、
2200多村民， 其中党员68人。 近
年来， 随着郴州城市的扩容提
质， 梨树山村逐渐“融城”。 但
随之而来的征地拆迁、 村民安
置、 集体经济发展等关乎村民切
身利益的大事难事一茬接一茬。

“这些村里的大事都是通过
党员例会来商定解决的！” 现任

村支书欧长线自豪地告诉记者，
例会好比一道“防护网”， 有效
监督了村支两委各项工作。 正是
得益于每月例会的沟通， 村里的
很多工作在潜移默化中被村民接
受、 支持。 如最难推进的村民安
置拆迁工作通过党员例会化解了
不少难题， 成为市区“城中村”
因拆迁而引发矛盾最少的村。

借助党员例会这个学习沟通
交流的平台， 村里还涌现了一大
批党员“能人”。 欧长线掰着手
指给记者数着村里的能人： “蘑
菇香菇种植大王” 欧四清， “农
家乐” 庄主陈贤平， 区政协委员
崔太山……先致富的不忘帮扶乡
亲， 他们把致富经验和种养技术
无私地传授给其他村民。

大家凝心聚力， 共谋发展，
村集体经济日渐壮大， 村民们的
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 该村
上朱家湾、 下朱家湾、 丁家坳等
多个组的村民个个是“股东”，
他们与地产开发商合作共建项
目， 预计人均年分红1.6万元以
上。 还有不少村民通过职业培
训， 学会一技之长， 融入城市的
发展。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石顺清 陈冠军）近日，湘潭市

“欢乐潇湘·幸福湘潭”市级复赛的5
个县市区专场上，35位来自民间的
“欢乐达人”和来自省里的文艺专家
们一道，对5个专场的60多个节目一
一打分和评点。“草根”坐上评委席，
成为这个大型群众文艺汇演活动的
一大亮点。

“欢乐达人” 选拔赛是湘潭市
“欢乐潇湘·幸福湘潭” 活动中的一

个子活动， 主要以电视选秀的方式
让文艺爱好者露相电视荧屏， 为市
级复赛选拔大众评委。 自5月份开
始，选拔赛先后录制了10场，吸引3
万多名群众直接参与，其中，有150
多位文艺爱好者成为“欢乐达人”，
其中35人还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了市
级复赛大众评委。

今年73岁的沈建钢年轻时就爱
好文艺，退休后，他和妻子一个唱花
鼓戏一个拉二胡，经常活跃在沿江风

光带、白石广场等几个湘潭市民间文
艺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欢乐潇湘·
幸福湘潭”大型群众文艺汇演海选开
始后，他们夫妻不仅参加了社区的海
选，还两次报名参加“欢乐达人”选拔
赛，并成功晋级，夫妻双双成为了“欢
乐潇湘·幸福湘潭” 市级复赛的大众
评委。 他说，“‘欢乐潇湘·幸福湘潭’
活动给我们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最
好的展示舞台。 我会公正地选择，选
择我最喜欢的节目。”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以服务经济发展
实效检验活动成效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林俊）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近
日举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
员大会提出， 要不断深化和拓展“人民
质检， 质检为民” 价值理念， 增强亲民
意识， 强化便民措施， 加大惠民力度，
落实安民责任， 以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的实效检验活动成效。

湖南检验检疫局要求系统内党员干
部，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 听取群众、 企
业对检验检疫部门和人员在作风方面的
意见建议， 及时清理修订相关制度， 巩
固整改成果， 提高群众满意度， 以良好
的工作作风树立检验检疫为民、 务实、
清廉的良好形象。

目前，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湖南检
验检疫局启动了“重点外贸企业大走
访” 活动， 针对企业关注的通关速度、
审批时效等问题， 进一步优化流程， 提
高检验放行效率和服务效能。

下一步， 湖南检验检疫局将尽快把
无纸化报检、 绿色通道等优惠便利措施
推广至全省所有重点外贸企业， 让企业
充分享受优惠政策的便利。

省经协办：
以活动推动
经济技术协作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邓跃平） 在省经协办近日举行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 省
经协办主任毛七星提出，要把今年举行的
15项经济协作专场活动，融于教育实践活
动全过程， 以为市县、园区、 企业办实事
的成果， 检验教育实践活动实效。

毛七星要求党员干部努力推动省级
园区与湖南异地商会专业分会对接合
作， 重点打造中部地区不锈钢产业基
地、 长江中上游绿色化工产业园； 推动
湖南产品生产企业与营销企业实现产销
对接合作， 开展湘品出湘全国行系列专
场活动， 促进湖南产品开拓市场； 推动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与湖南异地商会会
员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协作， 加快科研成
果转化、 合作研发、 人才培训等； 推动
银企合作， 发挥异地商会信用担保作
用， 加强银企联姻， 为中小微企业解决
融资难题， 增强经济主体活力， 服务湖
南经济发展。

通讯员 何云雄 陈燕
本报记者 沙兆华

7月18日下午， 受村民唐洪桥
和其哥哥唐洪柱的委托， 祁阳县观
音滩镇三合村村主任唐玉英和祁阳
县救助站站长刘雄专程来到江永
县， 将一面“异地救助， 大爱无
疆” 锦旗送到江永县救助站。

唐洪桥今年30岁， 精神失常，
离家出走1年多， 他的家人四处寻

找， 杳无音信。
今年5月2日， 在江永县城五一

桥头的垃圾堆旁， 衣裳破烂、 头发
板结的唐洪桥在捡腐烂水果吃时，
被上街巡查的江永县救助站工作人
员发现。 经询问情况， 工作人员发
现他精神严重失常， 便将他带到救
助站， 给他洗澡、 理发、 换上新衣
服， 并送往定点医院康复治疗。

唐洪桥住院治疗50多天， 花费
医药费7000多元， 全部由救助站支

付。 7月8日， 病情明显好转的唐洪
桥清楚地表达了自己想回家的愿
望， 并向救助站工作人员说出了自
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7月16日上午， 工作人员给唐
洪桥买来新衣服、 裤子 、 鞋子 ，
让他穿上， 然后驱车4个多小时，
将他送回祁阳县观音滩镇三合村。
当他哥哥唐洪柱看到失踪1年多的
弟弟出现在眼前， 兄弟俩紧紧拥
抱。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胡喆） 记者昨天从长沙
市公安局获悉， 因工作需要， 该
局将面向社会公开招录1000名警
务辅助人员， 自7月26日起接受
报名。

据了解，报考人员须具有大专
以上学历，年龄30周岁以下（1982
年7月19日以后出生），招录职位包

括交通辅警、治安辅警、文职辅警。
按照规定，警务辅助人员的工资福
利等均由财政全额保障，并享受社
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此次招录将采取网络报名
方式进行， 报考人员须在7月26
日9时至8月8日17时， 登录长沙
人才网（http：//www.cshr.com.
cn）报名，每人限报考1个职位。

“党员例会”开了20年

湘潭举办大型群众文艺汇演

“草根”坐上评委席

失踪1年多的亲人回家了

长沙公开招录1000名辅警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

7月20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学生在街头宣传保护候鸟。 当天， 湖南省大学生护鸟营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
长沙市湘江风光带举行。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7月20日， 辰溪县后塘瑶族乡纪岩村村民在抽水抗旱。 持续高温
无雨天气， 致使该县13.5万亩农作物 “喊渴”。 目前， 该县8万余名干
部群众奋战在抗旱一线， 力争将旱灾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米承实 米小勇 摄影报道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张长勇 彭
璇） “两岸一家亲， 血浓于水。
这次来芷江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
和平文化之旅活动， 感受到了芷
江浓浓的和平文化氛围……” 近
日， 芷江特色文化资源研讨会
上， 台湾嘉宾的发言赢得与会者
阵阵掌声。

芷江是抗战胜利重要见证
地、 纪念地， 2011年被国台办定
为湖南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为进一步打造和平文化品牌， 推

动两岸文化交流， 7月10日至12
日， 芷江举办第二届海峡两岸和
平文化之旅活动， 121位台湾嘉
宾参加， 他们中有退役军人、高
中生、 大学生和书画家。3天活动
中， 组织参观了芷江和平文化成
果展、 抗日受降旧址、 飞虎队纪
念馆等， 考察了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建设， 体验了侗乡合拢宴、 观
看了民俗文化表演， 还举办了两
岸青少年学生联谊活动、 两岸书
画家书画笔会、 芷江特色文化资
源研讨会等。

芷江举行第二届海峡两岸和平文化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