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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三期工程正
在紧张建设。今年该枢纽将完成70%的工程量，电站
的首台机组将于明年发电，全部工程2015年竣工。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要闻 ２０13年9月3日 星期二2

!"#$%&'()*+,(-./012
34567.89:;<=.>?@ABCDEF
89:;GH. >IBC4JEKLL89M
;N'OPQ.RS!TUVWXY%Z4[.
OP\].O^'_.O`Cab4cd.ef
ghijkBClm_nAo

!"#$%&'()*

pqr.st$:uvwN'OPxy.z
{`|C}~��4��vN'OPxy%�
�����.�N'OPxy��q�����
a������.$�f�q�� !"# ���.
��N'OPxy��o

��.  $¡¢£¤C45$\]O¥¦
_.!! 5§¨O©W.$## �5ª«O©W.¬
Ch§fO¥*®<O¥¯°±.²³´*µ
³¶*·¸¹%N'OPº»¼½.º£C4¾
%## ¿N%N'O¥QÀÁ. ÂÃCN'O¥
xyÄlÅÆÇÈA³lÉÊySA%ËÌo

Íq & ÎÏÐdÑÒ. Ó=ÔÕÖ×ØÐ
%ÙEÚÛ!4,ÜÝÞÀßàáâão ØÐ
äeÙE;!Ýåâã%.ÝæçèéIêë.
ìíîïðo ñÜÝòóôõØÐö÷øéù
ÙúûâãeÄüõýþ. ÿæ\]!":#
$%o

&'24(){. Ó=ÔO©W¤*º£
4¾Ä ' +Ô, ×N'O¥Q-./h%(0
À.123�O¥o B4.Ä�ÿæ0567.8
9O¥:;<=o (0À6>6?.0@<=A

B.C³DDEFG.ZH9O¥I�JKÿæ
L4ûMNolOH5PQR.STUVWX.Y
;2ZÉÊ[\%]�yS. ^_`aõbc
¥do AK{4eO¥Qfèghijo

kl%mEn:ono pq7\]r7s`
á.stN'O¥QtõÉÊyS%æ\.u4
DDlvwA%\]s`.w¥�x¬o

+,-.%/0123

lO¥s`;y9%z{xy.|;4Zê
ëo A·}O¥~�r�����N'O¥Qr�
Ö�O©W�ë����³N'O¥Q%{ê
á23j�.l\]s`��:ù. y9�q:
Bfg.�q:Bij.|q:B�O¥QX25
��o A

Íq & ÎÏ. �Ö�ØÐË�C4���
£�x�.Ä���æ%�����.úûØÐ
� 'xx¡.$# �e'x�¢£¤¥¦x

§o ���a¨(){.fÑ©³Ãª.s«ÿ
æ(¬.®õ(.¯®õ�.°±?O¥\]o
²Tm³ !# �5(áO¥.I�'x´³� 
% &('��x¡.ÿæµ'�¶ao

$"qr. st$�Ö�O©W�ë���
·¸v¹%êë_rqN'6ºçê%»¼.!
O¥xy¦½0¾¿ö÷%~À. ÁU4æa
bXYo

!st.Â���43%O¥QÃèÄ�.
;ÅÆ^89pq77((, ÇÇÈÈ%\]
s`á.~!Z4áÉÊ�.°I7ËÌ¾¿N
'O¥Q%y�aÍÎ.u\]w¥Ï

ÐÑ.pqr.eÒÓ(K:`×º.7K
:`�Ô.stz{`|CN'O¥QI�,Ô
e{ê,��ÕÖ�4×ØÙ<.ÚÛÜiI�
aÉ¦O�¯Ý�%Aô. ÞÒCßàO¥º
»aO¥Q%xy{ê. áâÂ§\]_`O
�êëÖo

89�ÎYã$ä\]s l̀7Þår7w

¥A/.qÞå`r%\]_`.Â§l4B_
`.4eæú.4çèE.45æD.ËáÙÝA
%O�w¥êëéêÕÖ. ë?ì³_`\]
O�DDèNIrèíî.KKèïðrèÝñ.
ò7\]_`èó;rèôõo

!"#$%&'()*

4ö_`�D÷ø '#ù &##�Fú7_`
�D÷ø '## �ù !### �F ò7_`�D÷
ø &###�Fq4ûü7ýþÿv\]_`Â§
l4D4NA. Ä$N'O¥xyæú(ºÙ!
"�§5D÷øLL

2;st$qN'O¥QO�\]_`%
#$¾Û.Â§ªz�/#$üDD%&%lõ
÷'%A(øÕÖ..á);qO¥Q*+�`
%45,Yo

st$7H0N'O¥Q�/!+×i
).õ�.Ä�x¡-&axy./võÓ0.

12CÄ�O¥NQ%xy1±3o 45qB.
st6§N'O¥lõ÷'7Aì<.úùi¥
8CN'O¥Qxy-&./Ó09:o

 $N'O¥lõ÷;-Af><Ðª«O
¥_`á%v=�ÌaÂ>xyÀÒY÷øa
7$o ²Tlõ÷'7AÖÌ%?§.:@?C
N'O¥xy%$ä. ñA:uBCCxy%
Dør?�r��aEú�ÕÖ.4ñ77D¾
C $N'O¥xy%F7/?o

ØGH;st$IJKÔ�LM�O©W
O¥Q.B�:N`.8O{PNQRS.$å
`|T%xyÕÖ{.8UVW{.4¢_XY
!O¥xy�.°Z[\ö÷%K¨rìo ]
5qr.8-O¥\]_` !'" B.C\iO
¥\]_`%l§,å�Ao Íq " ÎÏ.ØG
Hâ^_`®<a?bel̂ _`cÔd¨�
�efAghN.) ÎÏ.â�®<i?bel·
}efN'O¥QAghNo

Ðjk. Íqr. st-Þå\]_`
$%'" B. O¥l $%#% B. O¥lme
*%(&+.É¦w¥ò7\]_` '% B.¤¦1D
&% B.è�no673KD%¾�.TUCV
WabXYo !Íq�pq·�VWI���
��'O¦. $+ØZ4o

st$®<H¢çêN;qy9. ²TÕ
Ö(ø.  $\]_`O¥:@lm7e�
r.ñAO¥T�sõt)7euv.\]w¥
wCÄ�o  $:uxyÂzr{|}T.²T
£¤¸¹~�l7O¥A¼½.lOA`C4ca
bdi�

!"# $%& '( )*+

!"#$%&'(
44456789&':#;<

!,-./0 12345!

三湘 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本报记者 姚学文 赵成新
通讯员 周银鹅 彭启毛

8月30日， 是新学期报到的日子。住
在娄底市娄星区城南新城的适龄孩子和
家长， 都得到一个好消息： 政府投资
4000万元，在新城建设的一所现代化学
校———吉星小学开始招生。 住在新城的
孩子，不要再跑远路去上学了，也不要再
受“大班额”之苦。

上学期在“一小”一年级上学的刘辉
小朋友的家长告诉记者，“一小” 离他家
有半小时路程不说，班上有80多个孩子，
老师辛苦， 孩子活动也不方便。“现在好
了，附近就有学校，而且是小班。”这位家
长很开心。

据统计， 娄星区义务教育阶段城区
“大班额”最严重的时候，班额平均达到
了85人以上。 按教育部对班额的相关规
定， 中小学班额应控制在45人以内。无
疑，这已大大“超标”。

建设滞后致“大班额”
娄星区教育局局长童喜阳介绍，娄

星区“大班额”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本世
纪初不断加剧。“一方面， 城市化步伐加
快，城区人口快速膨胀。1990年，娄星区
城区人口只有10万，目前已达43万，翻了
两番。 另一方面， 学校建设严重滞后。
1990年娄底四中招生后，22年没新建一

所初中。1995年五小招生后，16年没新建
一所小学。”

两者相挤压，“大班额” 急剧膨胀。
“2011年，‘三小’ 最大一个班有95人。”
童喜阳说。

娄星区长时间存在的这种状况，是
我省城区义务教育的一个缩影。 一些地
市城区如此，一些县城学校同样如此。

中小城市压力不小
破解“大班额”，加大投入是关键。但

中小城市，存在许多困难。
中小城市， 特别是一些偏僻地区和

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中小城市， 财政收
入有限，短时间内财政巨额投入不现实。
比如， 娄星区一年财政收入在三四个亿
上下。10年不吃不穿， 也就三四十个亿。
据分析，该区现有城区缺学位达8000多
个。 到2015年， 小学生和初中生将增到
4.32万人，比2011年增加1.21万人。按照
小学每班50人，初中每班55人计算，届时
将要新增2万个学位。 仅学校建设投入，
就要近5个亿。加上万宝新区和北部经济
园区等新城区的学校建设， 至少要15个
亿以上。这么巨大的投入，单靠地方财政
是无法承受的。

在城区开发方式上， 中小城市与大
城市也有很大区别。 大城市一般是大面
积、成片区开发。而中小城市，往往是小
区域、碉堡式开发。“大面积开发，可以要
求开发商建设配套学校。碉堡式开发，就
无法要求建设配套学校， 开发商也承受
不起。”8月27日，娄星区委常委、区委宣
传部部长颜新和对记者分析道：“长沙市
规定，凡4000人以上的楼盘，必须建配
套学校。 而娄星区至今还没有一个楼盘

超过4000人。”
在社会化筹资方面， 中小城市也面

临困难。颜新和说，“目前，社会化筹资成
为学校建设的一个重要渠道。 但中小城
市，人口相对有限，私营业主和大老板不
多，要大规模依靠社会筹资，难度很大。”

娄星区走“之”字路
一方面，“大班额”急需破解；另一方

面，多种因素制约。这几乎是一道义务教
育阶段的“哥德巴赫猜想”。怎么办？

娄星区区委、 区政府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2011年底出台了破解中心城区
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4年行动计划。该
计划明确，到2015年，仅现有城区就要
启动建设项目19个， 完成投资4.7亿元，
新增师资近1800人， 增加学位22000多
个， 其中小学15000多个， 初中近7000
个，基本破解“大班额”。

为此，他们实行区级干部联点制度，
每个区级干部联系一个项目区。 区委书
记彭健初联点八中， 区长黄大生联点四
中。同时，他们在确保教育附加费全额投
入学校建设的基础上， 实行多方筹资。

“既然陡坡走不上，我们就走‘之’字路。”
彭健初比喻道。

盘活资产。与八中一路之隔的，原来
是大科中心小学的校园。两校离得近，且
办学条件都极简陋、陈旧。2012年，他们
将大科中心小学公开拍卖。拍得3000多
万元，全部用于八中的改造和扩建。8
月8日，该校投资700多万元的二期工
程建设完工。目前，该校已建成教学
楼、综合楼、田径场等设施、设备。一
所现代化的美丽校园，取代昔日满目
疮痍的校舍。据悉，该校全部工程完

工后，新增学位4000多个。
向社会融资。今年初，娄星区政府向

上海有关金融机构融资3000万元。这
3000万元分别用于八中的扩建征地、四
小改建、 先锋实验学校教学楼建设等项
目中。先锋实验学校原来只是一个村小，
300多个学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该校
由村小变成了一所城市学校， 但学位没
有增加，各项设施破旧。2012年2月，投资
1700多万元的该校改造工程全面启动。
目前，已完成一栋教学楼建设，新增学位
800多个。 工程全部完工后， 新增学位
2000多个。

无偿拨地。2012年，娄星区政府在新
开区无偿拨出一块302亩的土地用于办
教育。其中除59亩地用于建一所学校外，
243亩作为教育筹资用地， 预计筹资3亿
元以上，全部作为化解“大班额”的后续
资金。

办好农村教育。新学期开学前夕，投
资90多万元建设的小碧乡中学学生宿
舍、投资190万元的石井镇中学学生宿舍
竣工， 两所学校的寄宿问题得到圆满解
决。 为了分流学生， 减轻城市学校的压
力，办好农村教育是一条途径。“目前，我
们区农村学校的学生得到稳定， 而且出
现了回流的现象。”童喜阳说。

据统计，4年行动计划以来， 娄星区
中心城区已完成投资9300多万元，新增
学位6400多个，班额平均下降了14个。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戴德芳 颜洁） 本周起， 全省各大
中小学校、 幼儿园陆续开学。 省疾控中
心今天发出提醒， 今年前7个月， 我省
共报告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47起，
其中疫苗针对性疾病占74.47%， 这意
味着学校疫情半数以上可通过疫苗预
防。

从本学期起， 我省将常规性开展新
入托 （园）、 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

及疫苗补种工作， 请家长配合幼儿园、
学校， 并及时到当地接种单位补办预防
接种证或补种疫苗。

入秋后， 气温温差较大， 加上返校
师生短时间内大量聚集， 给传染病的流
行与传播提供了条件。 专家提醒， 肠道
传染病、 手足口病、 流感等容易在幼儿
园和学校中传染， 学校和家长要提高警
惕， 勤通风、 消毒， 督促孩子勤洗手、
吃熟食。

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李放军
介绍， 流行性腮腺炎、 风疹、 麻疹、 流
行性脑脊髓膜炎等免疫规划疫苗针对性
疾病在学校、 托幼机构时有发生， 甚至
出现暴发疫情， 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据统计， 2013年1至7月， 我省共报
告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47起， 其中水
痘、 流行性腮腺炎等疫苗针对性疾病35
起， 占事件的74.47%。 大部分患儿患病
均因未进行疫苗接种而导致。

目前， 我国使用的疫苗分为第一类
疫苗 （免费） 和第二类疫苗 （自费）。
针对儿童的第一类疫苗共11种， 可预防
12种疾病， 家长应按照免疫程序及时带
孩子接种； 经济条件许可的， 还可自主
选择第二类疫苗， 预防流感、 水痘等常
见疾病的发生。

专家提醒， 家长应及时将孩子的过
敏史、 疾病史及相关接种禁忌证告知学
校或接种单位， 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胡富君）
记者今日从长沙海事部门获悉， 湘江沿线水位自8
月27日以来开始大幅下降， 截至9月2日8时， 湘江
长沙综合枢纽坝下水位已降至27.09米， 仅比千吨
级航道设计水位高0.74米。 海事部门提醒， 2000
吨级以上货轮通行湘江时需科学配载， 确保安全。

据长沙海事部门介绍， 由于长江中上游的宜
昌、 沙市、 汉口各航段沿线水位下降， 导致湘江与
长江汇合的城陵矶水位呈下降趋势。 长沙水文水资
源勘测局按吴淞标高测算，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坝下
水位由8月27日的31.02米， 降至9月2日的27.09米，
比湘江千吨级航道设计水位26.35米， 仅高0.74米。

海事部门提醒， 大型货轮在湘江低水位航段航
行时， 需注意科学合理配载， 特别是从长江进入岳
阳航段要防船舶搁浅， 确保安全。

动真碰硬打击毒品犯罪
省禁毒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颜英华） 今天上午，
全省禁毒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召开。 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
记、 省禁毒委主任孙建国讲话， 副省长、 省禁毒委第一副主任
盛茂林主持会议。

今年以来， 全省各级禁毒部门加快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
加大缉毒执法、 吸毒人员动态管控力度， 至7月底， 全省共破
获毒品犯罪案件5360起，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6237名， 缴获
各类毒品1.4吨， 查处吸毒人员30626人次， 同比分别上升
6.3%、 7.96%、 270%和3.2%。

孙建国强调， 要从平安湖南建设的高度， 认清禁毒斗争的
新形势、 新挑战， 强化责任意识， 紧紧抓住突出毒品问题， 采
取坚决措施， 动真碰硬打击毒品犯罪。 要开展打击合成毒品违
法犯罪专项活动， 强化防范合成毒品危害的宣传教育， 全力遏
制合成毒品的蔓延扩散； 要综合治理外流贩毒活动， 内外联动
执法， 强化管控， 落实扶贫帮困救助救济措施， 从源头减少外
流贩毒行为发生； 要专项治理特殊群体人员涉毒行为， 依法规
范特殊群体违法犯罪人员收治中心建设和收治工作； 要专项治
理重点地区， 大力查处宾馆酒店、 娱乐场所、 私人会所涉毒行
为， 推动建立禁毒巡查和自律机制。 要强化规范管理， 加快建
立禁毒公益宣传制度， 全面落实毒品预防专题教育。 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从源头着手， 完善吸毒人员管控救治体系， 切实减少
脱管失控， 建立常态化究责机制， 联网管控易制毒化学品、 精
神麻醉药品， 防止其流入非法渠道。

理性探讨 方有共识
陈怀瑜

最近，围绕年初“山东部分企业用高压泵深井排污”的传言，
微博“山东环境”和微博认证为“免费午餐发起人、凤凰周刊记者
部主任”的邓飞，在微博上进行了近6个小时的网上辩论，最终达
成共识，并相约共同实地核查相关情况。（9月2日《中广新闻》）

纵观网络，不乏理性声音，但网络谣言、随手转发、激情评论
等亦比比皆是。在官民的网络对话中，官员表现雅量，民众展现
风度，均是社会文明的表现。只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综合权衡
的表达和诉求，才是建设性的批评方式。

首先，官员要听得进“逆言”。谣言当然应予依法打击，但完
全杜绝谣言和错误言论，并不现实———没人是完美无缺的，包括
官员自身。对待群众的批评，应有宽容之心、包容胸怀。不能一听
群众反对，就跳脚大怒，就与之“对垒”，甚至兴师问罪、秋后算
账。 只有认真倾听群众批评， 以容忍和理解的心态去分析其原
因、根源，走群众路线，为群众着想，才能化解矛盾，赢得理解和
支持。

网民同样有必要反思表达上的欠缺。 若表达意见， 发泄不
满，仅仅“为批评而批评”，也凸显出少数网民自身素质的浅薄。
社会需要依事实、凭依据、讲逻辑、合法理的冷静思考和建设性
的表达与批评。激情指责有余，冷静思维不足，就会令个别言论
失之偏颇，掩盖事实真相，错过最佳处理问题的环境与时机。

打通官民互动交流、互解互谅的畅通渠道，是解决问题与矛
盾的正途。这就要求政府官员“拜人民为师”，善于倾听潜于底层
的“异质”声音，了解群众真实的困惑与诉求；及时回应群众的质
疑———即使质疑并不一定准确。 网民们也应在理性表达的基础
上，秉持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综合
平衡考量，找出更多交集，推动问题的深入解决，而不是只图一
时发泄之快。

政府欢迎批评，民众理性表达，才是全社会共同追求、互利
双赢的最佳共识。

湖南高新创投集团协办

科教卫����新观察
服务科技 发展高新

与农村学校“空”相比，城区学校却显得很“挤”。破解令人头痛的“大班额”，大城市难，中
小城市更难。令人欣喜的是，地处湘中的娄底市娄星区已初步探索出一条新路子。且看———

中小城市如何破解“大班额”

———预防常见疾病专家支招
省卫生厅疾控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

零陵杂交稻种出口10余国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万里 吕玲艳 )日

前， 永州市零陵区进入全国31个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
地行列。

零陵区地处潇湘源头， 有独特的土壤、 气候、 技术等条
件， 全区共有16个乡镇办事处， 水田面积50万亩。 上世纪70
年代中期， 在该区菱角塘镇小面积进行杂交水稻制种试点以
来， 至今有近40年的杂交水稻制种历史。 2000年以后， 全区
杂交水稻制种面积长期保持在3万亩左右， 去年以来达到3.4万
亩。 今年全区早稻杂交制种面积达2万亩， 亩产达255公斤。
菱角塘镇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连续20年每年保持1万亩以上， 该
镇农户每年制种收入户平在3万元以上。

目前， 全区每年杂交水稻种子产量达800多万公斤， 每年
有600多万公斤杂交水稻种子远销四川、 浙江、 湖北等7个省，
并岀口泰国、 缅甸、 老挝等10多个国家。

新学期,记得“打针”

湘江长沙枢纽水位大幅下降

学校疫情半数以上
可通过疫苗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