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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永刚

10月14日是“世界标准日”。此前两
天，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正式批准
发布35项国家标准。其中，新修订的《出
租车运营服务规范》 为出租车司机制订
了多条新的服务要求，包括乘客上车前，
司机不得有询问乘客目的地等“挑客”行
为；新增26条中英文服务用语；乘客对出
租车的投诉， 出租车公司要在24小时内
处理等。

出租车新国标出台， 迎来的并非一
片叫好声。在长沙，不少市民担心，新国
标具体实施时会遇到很多困难。 长沙行
业主管部门表示， 将对新国标进行认真
研究， 对地方性出租车规范进行修订和
完善。

新国标只提要求，未订明
处罚标准

记者登录国家标准委网站了解到，
新《出租车运营服务规范》是对2008年
版本进行修订后发布的， 将于明年4月1
日正式实施。与2008年版相比，新版有

不少亮点。如出租车司机不得有“挑客”
行为，不得议价、绕路、中途甩客；出租车
司机应佩戴服务标志， 使用规范服务用
语，运营前和运营中忌食有异味的食物，
不在车内吸烟； 出租车企业应提供24小
时电话约车服务等。

美中不足的是， 新版虽对出租车司
机运营服务行为提出了诸多规范化要
求，但并未明确相应的违规处罚条款。司
机一旦违反要求，执法部门该怎么处罚？
新版中找不到依据。

交接班时段问目的地很常见

“每天下午四五点，最难打车。好不
容易等到一辆车， 司机总会先停下来问
我去哪，如果不顺路或路上比较堵，他们
就一溜烟跑了。”提起打车，湘雅二医院
护士王慧一肚子苦水。她说，由于人民路
在上下班高峰期堵车比较严重， 自己往
往一报目的地，司机就以“要交班、不顺
路”为由扬长而去。

14日下午4点多，记者在开福区四方
坪地段尝试打车去松桂园，有3辆空车都
在记者上车前询问目的地， 并都以“交

班、不顺路”、“要加气了”等理由拒载。10
多分钟后，记者终于上了一辆“蓝灯”的
士，这次的哥刘师傅没有拒载，也没有事
先问记者要去哪。

入行已10多年的刘师傅坦言，“挑
客”行为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自己看见醉
酒、身上不干净或刚打完架的客人，都会
拒载。另外，交接班耗时较长，他每天要
在下午6点前完成交班， 至少要提前1小
时往交班地点赶， 对一些不顺路的乘客
难免要说声抱歉了。

记者也发现， 依然有一些出租车司
机在驾驶过程中抽烟、 嚼槟榔及向车外
抛物、吐痰等。刘师傅认为，这更多是个
人习惯，需要司机加强自律。

而对于新国标要求使用“很高兴为
您服务”等26种中、英文规范服务用语，
刘师傅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姐李娟也说：“我的普通话都说不好，更
别说英语了。”

长沙将修订完善地方性规范

记者从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局获
悉， 长沙目前执行的出租车地方性规范

《长沙市公共客运出租汽车营运规范》、
《长沙市城市出租汽车驾驶人服务(试行)
标准》分别出台于2008年、2006年，这些
规范对新国标中的大多数问题都有涉
及，但在具体操作上还不够具体。长沙将
按照新国标要求， 对出租车地方性规范
进行修订和完善，尽快出台新规，提高出
租车行业服务质量。

长沙市客管局出租车客运管理科副
科长李智深表示， 对于新国标提出的不
得有“挑客”行为的规定，长沙现有规范
是实行“上车问路”，即在乘客上车后再
询问其去向。如提前询问并拒载，可视为
无正当理由拒载。对“挑客”行为处罚难，
主要是取证难。 今后将对拒载问题制订
更细化、更具体的规定。

长沙现有规范明确要求， 出租车驾
驶员要统一着装，载客运行时不得吸烟、
嚼槟榔、打手机、吃零食等；提倡使用普
通话、使用规范服务用语，这些与新国标
要求基本一致。 长沙还将针对新国标提
出的出租车企业宜提供24小时电召预约
服务的要求， 建设全市统一的出租车电
召平台。未来市民可通过电话、短信、手
机软件等多种方式预约出租车。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刘也 张晶

通讯员 陈维 赵丁丁

涂碧波：用大投入提升社
会保障水平，用大建设推动优
化公共服务，用大整治改善生
态、人居环境。

惠风和畅， 柳色青青。近
日，常德市武陵区区长涂碧波
接受记者采访， 畅谈民生。他
言辞朴实无华， 却饱含深情。
他说：“武陵区是常德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在保障和改善
民生上理应走在全市前列。”
他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围
绕“领跑现代常德、缔造幸福
武陵”目标，为老百姓解决了
一批实际问题。

全区新型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实
现全覆盖，城乡低保、农村五
保供养标准全市居首，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教
育教学、医疗服务、文化体育、
住房保障等方面工作保持全
省一流、全市第一；实现了农
村村级活动场所建成率、村组
道路硬化率、 垃圾集中清扫
率、道路管养绿化率、沟渠疏
浚清洗率、 农家书屋覆盖率、
村级卫生室建成率、敬老院建
成率等8个100%。

涂碧波介绍，目前，武陵
区正围绕建设以现代服务业
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中心城
区总目标，加快实施“民生改
善年”计划，倾力打造“幸福武

陵、完美社区”。他说，群众增
收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将努力
用大发展来带动群众增收。现
在， 正加快推进常德商业广
场、常德汽贸城等重大商贸物
流项目建设。同时，搞好金丹
洲现代生态园、芦山万亩专业
蔬菜基地、宏户葡萄休闲庄园
等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建设，为
城乡居民增收创造条件。

近5年， 武陵区财政总收
入年均增长27.5%， 绝对额和
增速均居常德第一，良好的财
政状况为改善民生奠定了基
础。 涂碧波表示， 将继续把
70%以上公共财政支出用于
民生事业，用大投入提升社会
保障水平，用大建设推动优化
公共服务， 用大整治改善生
态、人居环境。除了进一步扩
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
育保险覆盖面， 新增参保2万
人次以上，年内还将新增城镇
就业7000人以上，并启动北正
街小学分校、东江实验学校新
建工程， 完成5所公办幼儿园
建设，解决安全饮水2万人，硬
化通组道路150公里以上。

本报 10月 14日讯 （记者 唐 爱 平
通讯员 谭飘 ） 10月13日， 长沙市开福区
荷花池社区70岁以上的老人， 兴冲冲地赶
到长沙师范附小， 领取环保拉杆购物车。
为了促进两型进社区， 荷花池社区向社区
内符合条件的老人赠送1000台环保拉杆购
物车， 为重阳节送上两型礼物。

在有着浓郁湖南特色的欢乐歌舞中，
荷花池社区“我陪父母共圆两型梦” 活
动拉开序幕。 活动现场， 一群环保达人

发布了2013年最新的时装。 这些由废旧
纸盒、 塑料瓶、 广告布制作的时装， 吸
引了现场观众的眼球； 他们变废为宝、
废物利用的创意， 引起了社区居民的极
大兴趣， 获得了一致称赞。 社区内一批
绿色环保家庭和两型达人受到表彰。 据
了解， 荷花池社区此次活动， 结合重阳
节主题， 旨在营造关爱老人、 孝敬老人、
推介两型、 共创两型的良好氛围， 力争
创建“省两型示范社区”。

本报10月14日讯 ( 唐能 刘跃兵 )
九九重阳， 秋高气爽。 10月13日， 在新
田县全国最大的孝德文化公园广场上，
来自香港和新田本地的400多名中小学生
陪伴着60位百岁上下的老人， 共同升起
鲜艳的五星红旗， 齐声朗诵 《千年孝
德》， 传承新田自舜帝以来的孝德文化，
欢度重阳佳节。

据新田县民政部门统计， 目前全县
人口只有42万人， 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
635人， 长寿比率超过国际长寿之乡标
准。 老人们长寿的秘诀， 除了“孝德”
风尚外， 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富硒的自然
条件。 借助“中国原生态富硒食品基地
县” 和“富硒土壤开发利用研究基地”

的优势， 新田县已建立6万亩富硒高蛋白
低脂肪大豆基地、 10万亩富硒水果基地、
10万亩富硒优质外向型蔬菜基地和富锶
高端饮用水开发基地。 新田大豆成为第
十四届“国际人与动物微量元素大会”
唯一指定大豆用品。 位于莲花乡的秀峰
无公害蔬菜基地， 就地解决1500多人就
业， 每天有近10吨的富硒蔬菜销往港澳
及东南亚、 加拿大等地， 价格是同类蔬
菜价格的几倍。

在首届“九九重阳·孝老爱亲” 主题
活动启动仪式上， 香港工联会荣誉会长
郑耀棠先生代表香港工联智库为“新田
孝文化研究基地” 授牌， 南华大学亦把
新田作为其德育实践基地。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吴希 实习
记者 谢璐 ）“你教我英语， 我教你京剧，
好吗？ ”“OK。 ” 12日，在长沙市岳麓区咸
嘉湖街道银谷国际社区的“和孝之家”，记
者见到家住该社区的退休老教师在老年
英语课上与外教交流。 近日，该社区成为
长沙首个“孝心社区”创建活动示范点。

据该社区副书记张瑞颖介绍， 银谷
国际社区于今年1月创建“和孝之家”，

让社区的老人有了活动、 休闲、 娱乐的
场所。 在这里， 老人们经常聚在一起，
阅读、 下棋、 演奏乐器等， 社区志愿者
们也常来与他们聊天谈心。 同时， 社区
还开设了道德讲堂， 邀请居民参与关于
忠孝礼仪方面的讲座。 通过一系列的活
动， 该社区涌现出了“好媳妇” 等一批
慈孝典型， 如今社区呈现出尊老爱幼、
其乐融融的氛围。

本报 10月 14日讯 （记 者 龙 文 泱
通讯员 谢丽娜） “阳光满天， 绿荫满
地， 花也欢喜， 鸟也欢喜， 花香鸟语装
点新世纪， 诗情画意流动在我们心底。”

11日上午9时， 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街道
一力社区， 147名老年人穿红着绿， 表演
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迎接重阳节， 并为9
名公认的孝顺儿女颁奖。

本报10月14日讯（通讯员
杨晓眉 记者 龙文泱） 记者今
天从长沙市旅游局获悉， 根据
第十一届中国（浏阳）国际花炮
文化节组委会的统一安排，本
周六（10月19日）的橘洲周末音

乐焰火燃放活动调整到本周四
（10月17日）20时举行， 当晚将
燃放三场焰火：《激情之色》、
《爱》、《狮子王》。10月19日晚的
焰火燃放取消， 下次焰火燃放
时间为10月26日20时。

出租车运营新国标出台———

的哥的姐,准备好了吗?
县（市、区）长 话民生

“缔造幸福武陵”
———访常德市武陵区区长涂碧波

本报记者 姚学文

“国庆”前夕，长沙学院法
学与公共管理系会展专业
2012级一班的班主任简姿亚，
收到一份特殊礼物———同学
们亲手精心制作的花篮。说起
送礼物的原因， 班长邓雅妮
说：“简老师有一股浓浓的母
性情怀，她对每个学生都像妈
妈对待孩子一样。”

今年上学期，简姿亚在上
课时发现一名叫王佑（化名）
的学生， 情绪有些不对劲。他
要求上进， 但有几分自卑；想
表现，但有几许怯懦。简姿亚
利用课余时间， 多次与他谈
心。原来，来自农村的王佑，家
境不好，父母在他幼时便离婚
了， 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特
殊的家境，给他带来了很大的
心理阴影。

针对王佑的情况，简姿亚
一方面请心理教师给他进行
心理辅导。另一方面则积极采
取激励的教育方法，鼓励他大
胆表现和提升自己。当了解到
王佑很喜欢数学，并想成为一
名小学数学教师时，简姿亚给
他买了一本小学数学教师招
考的书， 并鼓励他：“有了目

标，就一定要坚持。”
今年暑假， 王佑想做兼

职，以弥补学费不足。但按照
学校规定，大一新生暑假不准
住校。知道这一情况后，简姿
亚马上帮他联系宿管中心，但
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怎么办？
“那就住我们家书房吧。 需要
钱，跟我说一声。”简姿亚的一
席话，让王佑倍感温暖。

覃好（化名）是2011级会
计班学生，简姿亚曾担任过他
的历史课教师。有一次在课余
闲聊时，覃好跟简姿亚说起了
自己的苦恼。 他很喜欢历史，
想报考历史系的研究生，但父
母却不同意。他与父母的关系
很紧张， 成绩也大幅下降。简
姿亚非常理解覃好的想法，建
议他处理好专业和爱好的关
系。简姿亚的劝导让覃好慢慢
平和了心态。后来，他们成了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什么心
结， 覃好都会告诉简姿亚。简
姿亚也会好好开导他。

如今， 覃好完全理解了父
母，与父母关系融洽了，成绩逐
渐好了，对专业也不反感了。前
不久，他告诉简姿亚，他不仅拿
到了会计证， 而且还通过了英
语四级和六级，好开心。

母性情怀
———记长沙学院教师简姿亚

本周橘洲焰火燃放调整至周四

百岁老人升国旗

千辆环保购物车赠老人

长沙设立“孝心社区”示范点

为孝顺儿女颁奖

10月12日，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师生在进行消防疏散逃生演练。当天，
由省民政厅、省消防总队、省残联开展的“2013年国际减灾日消防疏散逃生演
练”在该校举行。

本报记者 徐行 周小雷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周东平）第十届中国艺术节11
日晚在山东济南开幕。湖南的湘剧《谭
嗣同》、花鼓戏《平民领袖》将在本届艺
术节上冲击“文华奖”。

十艺节期间， 将开展第十四届
“文华奖” 和第十六届“群星奖” 评
选。 10月12日、 13日晚， 湖南省湘
剧院携湘剧 《谭嗣同》， 登上位于淄
博市的山东理工大学会堂， 演出中，
一个极具血性的湖南人谭嗣同， 让

现场观众看得热泪盈眶 。 10月17
日、 18日晚， 汨罗市花鼓戏剧团的
花鼓戏 《平民领袖》， 将在淄博市桓
台大剧院亮相。 此外， 我省还有多
个群众文艺节目参与“群星奖” 评
选。

据悉， 中国艺术节是我国规模
最大、 水平最高的艺术盛会， 已成
为优秀作品争奇斗艳的园地。 本届
艺术节将举行各类演出近2000场次、
展览活动约150个。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开幕

湖南两台剧目冲击“文华奖”

涂
碧
波

陈
维
摄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10月 14日

第 2013280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56 1000 556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236 160 197760

1 49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2252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29
1040
10361

7
21
251

1779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9764
115386

377
246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3年10月14日 第2013120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2049580 元
01 0804 09 13 16 19 27

■重阳———关爱老人·孝敬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