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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何国庆
通讯员 王奇） 10月13日， 全省第二
届大学生创新实验成果展示交流活动
暨创新论坛在长沙理工大学闭幕。 此
次活动全面展示我省高校大学生创新
教育成果， 共有162件创新作品和148
篇论文参展。 经评选， 国防科技大学
陈立立等同学的 《充气式机翼无人机
的设计探究》 等论文、 长沙理工大学
郭书振等同学的“内嵌式POM复合导
轴承” 等作品， 分别被评为十佳论文

和十佳创新作品。
2008年， 我省启动实施大学生研究

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 已取得重大
进展。 全省构建了国家、 省、 校3个层
次所有本专科学校全覆盖的大学生创
新实验体系。 “十一五” 期间， 全省
有5所高校列入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
验计划项目学校。 今年32所本科院校
参加了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515个项目立项。 全省有52所高校和独
立学院全部参与了省级研究性学习和创

新性实验计划， 立项已达590项。
省教育厅已累计投入专项经费

2888余万元， 资助创新实验项目3063
个。 各高校也不同程度实施了校级项
目计划。 据不完全统计， 创新性实验
计划实施以来， 每年参与省级计划学
生达到3000人左右， 高校立项校级
项目9255项， 资助3896余万元。

创新性实验计划以兴趣为出发
点， 鼓励学生以自主方式对选题进行
系统思考和个性实验， 激发和满足了

在校大学生的创新热情和求知欲望，
系统训练了学生的研究能力， 涌现了
一大批优秀创新成果。 据不完全统
计， 参与创新性实验计划省级项目研
究的学生共发表论文6666篇， 获得授
权专利255项， 制作创新作品2635项；
在省级学科竞赛中获奖4528人次， 在
全国学科竞赛中获奖 2240人次 。
2012年， 中南大学学生的“全自动理
瓶输送机” 被评为全国大学生“十大
优秀创新项目”。

本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李新春

“对不起， 现在是学校放
学时间， 请你开车绕道行驶。”

“这是学校门口， 不能卖东西，
请把小推车推走。” ……10月10
日下午4时， 祁阳县人民中心小
学大门前的路口， 一头银发、
64岁的王端阳不厌其烦地劝导
着过往的人们。

记者看到， 人民中心小学
虽然地处县城中心繁荣地段，
但通往学校校门这条宽不足6
米、 长60米的小巷， 见不到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辆行驶， 行人
井然有序， 并不拥挤。

来接孩子放学的奉红英告
诉记者：“2009年以前，每当这个
时候，这里经过的小车、摩托车、
电动车、自行车，还有商贩的小
推车等随意进出，经常挤在这里
动弹不得。 真不安全。 ”

同样来接孩子的邓后发老
人接着说：“自从有了护学执勤
岗后，再也没有这情况发生了。 ”

该中心小学校长段勤建介
绍： “这里有人民中心小学和
爱国幼儿园两所学校， 在校生
4136名。 而周边居民多达6000
多户， 进出校区的路口有6处。
上学放学时间人车混杂、 险象
环生的现象已存在多年。 2008
年9月， 一辆面包车在幼儿园门
口倒车时， 将一名学生当场撞
死。”

2009年4月， 平均年龄超过
57岁的8名社区党员、 群众组成
的义务“银发护学队” 上岗。

为支持他们开展工作， 社区还
组建了社区负责人牵头的护学
机动队， 每天早上6： 30至8：
00、 下午3： 00到4： 30的学校
上学和放学时间， 在进出校区
的6个路口执勤， 劝导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 小贩的推车禁止入
内。

正在民生南路街口执勤的
申莲英对记者说： “当时， 我
们是顶着压力上岗的， 甚至有
风言风语说， 交警都没办法管
的事， 就你们这几个老头子、
老太婆‘充能干’、 ‘管闲事’，
看你们能搞多久， 怎么收场。
但我们已经坚持5年了。 现在，
学校上学、 放学时间已见不到
人车混杂的现象。 再也没有发
生一起肢体伤害事件。”

今年64岁的柏端生和60岁
的柏春桃是护学队里的一对夫
妻， 他们告诉记者： “其实我
们最大的‘法宝’ 就是反复劝
导和解释。 一次不听讲两次，
直到对方接受为止。 这样， 听
从劝导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
大部分学生家长都来帮我们做
解释工作了。”

在湖滨新村路口值勤的罗
振华深有感触地说：“每次我都
是带着药来值勤的。 特别是冬
天， 回去后赶紧喝热开水暖身
子。 ”“这么辛苦，那您怎么还在
坚持呢？ ”“退休了，就当是锻炼
身体吧。 再说了，看到孩子们安
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蒋剑
平 戴勤 通讯员 李海辉 杨坚）外
出旅游维权难， 是大多数人感到头
疼的问题。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10
月12日在新宁县崀山风景名胜区成
立的“湘桂黔三省（区）八市（州）旅
游消费维权联盟” 将在这方面做出
探索， 为区域内的旅游消费者建立
一个便捷有效的维权平台。

该联盟由邵阳市工商局、 邵阳
市消费者委员会倡议发起， 得到我
省张家界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
市、 南宁市和贺州市， 贵州省铜仁
市、 遵义市和黔东南自治州工商部
门的积极响应。8市（州）旅游资源丰
富，交往日益频繁，跨区域消费纠纷
也逐渐增多。 其旅游消费维权联盟
的成立， 将提高异地消费纠纷处理
能力，提升消费维权效能，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打造无缝对接的区域
维权体系。

旅游消费者维权联盟建立后，
将整合8个市（州）工商部门消费维
权信息，创建湘桂黔8市 （州） 旅游
消费维权联盟官方网站， 实现区域
间旅游消费信息和维权信息的共
享。 官网将联盟地区的交通、
酒店、 餐饮、 娱乐等行业的收
费标准、 经营方式、 信用及商
誉情况、 消费者投诉及解决情
况等公布在官网上并定期更新，
定期发布旅游消费警示和典型
案例， 为消费者提供一个便捷、
综合的咨询交流平台。 同时，建
立游客消费纠纷快速处理机制
和重大应急信息通报机制，坚持
以“一地投诉、异地调解、八地联
动”的原则，建立消费争议异地
投诉处理“绿色通道”，游客向户
籍地或旅游消费地工商部门投
诉，均可得到及时处理。 对消费
者的异地投诉，受理地消费者委

员会在接诉后， 将投诉事项通过电
话或网络转发给案发地消费者委员
会， 由案发地消费者委员会负责调
查处理， 处理情况随时与受理地消
费者协会沟通。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陈
薇 通讯员 刘哲 彭湖) 10月11
日， 我省第12期中青年作家班
和第二届新疆作家班在湖南毛
泽东文学院举行开学典礼。 中
国作协副主席谭谈，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 作协常
务副主席董立勃， 湖南省作协
主席唐浩明等出席。

据悉， 本期中青年作家班
集结了来自我省当前在文学创

作上较为活跃、 创作实绩较为
突出的55名中青年作家， 而
新疆作家班则汇集了来自天
山南北 ， 胸怀理想且在文学
事业上已经取得不俗成绩的
30名中青年作家。 作家班的教
学将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以讲
座为主的方法， 请国内外知名
作家、 学者进行授课， 并组织
学员进行创作研讨、 交流及采
风活动。

刘丹

近日， 刚搬进新居的王植权给长
沙市工信委副主任万惠民发短信，邀
请他来家观看自己表演文艺节目。

王植权， 长沙县黄花镇合心村下
马塘组村民， 患有侏儒症， 24岁的
他 ， 看上去只有一个六七岁男孩
那么高。 他与母亲相依为命， 住在
一栋破旧不堪的老土砖房里。 屋内除
了土灶台和一张摇摇欲坠的旧床铺、
一套掉木渣的桌椅， 别无他物。 这栋
房子， 雨天外面下大雨， 屋内下小
雨。 为安全计， 王植权和母亲只能到

亲戚家借宿。 好在他是个懂事孩子，
在长沙市城区演艺场表演， 希望攒够
钱早日为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盖起一
间像样的房子， 让她能睡个安稳觉。
合心村另一位单身汉胡农民， 因妻病
致贫， 一无所有， 和85岁高龄的父亲
借住在村上的变电间。 “有间自己的
房， 安下一张床”， 同样是他最大的
梦想。

今年5月下旬，长沙市工信委的党
员和黄花镇驻村的群工站队员来到他
们家“认亲”，帮他们圆梦。

市工信委和黄兴镇按照“安居工
程”的政策和程序，协调县、镇有关部

门，为胡、王两家分别争取到了4万和2
万元危房改造资金。 在胡家房子开建
时，王家却因为2万元资金不够，无法
开建。 市工信委副主任万惠明又来协
调，让村里先做王家建房的筹备工作，
并对村支两委负责人说：“如果争取不
到资金，即由我本人补足4万元，一定
要确保王植权一家在本月启动建房。”
随后，他专程到县里向有关部门陈情，
得到了支持，筹齐了王家建房的资金。
村里还给王、胡家送去了砖瓦。在多方
的帮助下，2栋简单而实用的新房终于
在7月底落成。

接着，市工信委又上下联络，解决
了新房通电的问题。 新房建好后， 市
工信委赵跃驷主任又出面筹集了近4
万元， 为两家添置了木沙发、电视机、
床……使王、胡的新家一应俱全。

在猪血豆腐中
添加甲醛销售

文某被判刑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王燕） 为延长保质期而在猪血豆腐
中添加甲醛， 无良商贩难逃法网。 10月
11日， 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一起生产、 销售有毒食品案， 判处被告
人文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3000
元。

文某于去年12月来衡阳市经商， 未
办理任何证照， 租赁一平房加工猪血豆
腐出售。 今年4月， 天气逐渐转暖， 为延
长猪血豆腐保质期， 文某通过网上搜索，
得知可以添加防腐剂达到此目的。 4月21
日， 文某购买了一桶约5公斤重甲醛溶
液， 开始在其生产的猪血豆腐中进行添
加 。 至案发， 文某共生产了 750公斤
添加了甲醛的猪血豆腐， 全部由其妻子
吴某销售到零售摊贩与企业食堂， 销售
金额1200元。 今年6月4日， 衡阳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食品安全执法人员在文某
的作坊内,查获添加了甲醛的猪血豆腐35
公斤、 尚未用完的甲醛溶液4公斤。

衡阳市雁峰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
告人文某在其加工生产的食品中添加有
毒的非食品原料， 并予以销售， 其行为
已构成生产 、 销售有毒食品罪。 鉴于
文某归案后， 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
实， 依法从轻处罚。

记者�� ��在基层

银发护学队

我省第12期
中青年作家班开班

大学生创新实验精彩纷呈
2008年以来，省级项目发表论文6666篇，获得授权专利255项，

制作创新作品2635项

安居梦圆

为游客异地维权提供支持

湘桂黔8市（州）旅游消费维权联盟成立

10月14日，长沙市开福区新港镇湘粤村的冯蔡路跨铁路立交桥工地，建设者在吊装长40米、重达150吨的重型T
梁。 该桥跨京广、石长两条铁路，是长沙火车南北站迁建工程的配套项目，桥宽35米，全长301米，将于11月完成全部
架梁工作，力争年底实现通车。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首届中国（长沙）
老年产业博览会开幕

本报10月14日讯 （实习记者 谢璐）
10月11日上午， 首届中国 （长沙） 老年
产业博览会在湖南烈士公园开幕。

本次“老博会” 由中国老年事业发
展基金会、 湖南省老龄委、 长沙市人民
政府联合举办。 展会期间， 将举办长
沙养老服务业建设成就展和各类养老
公益机构展， 同时展示长沙养老社区、
老年公寓、 福利院、 敬老院及老年日常
生活用品、 保健健身器材、 出行辅助、
旅游服务、 卫生保健、 医疗护理、 陪伴
服务， 老年大学、 老年文艺团体等， 为
我省银发产业发展及老年人需求提供一
个交流合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