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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权 荆彩

在邵阳市， 提起三眼井农贸市
场，几乎无人不晓。不到1.5公里长的
三眼井路， 以前被小摊小贩占据大
半，成为市区最大的马路市场。

现在这里清爽多了。市场特地留
出一块600余平方米的空地让农民卖
菜，这个给进城菜农设立的“自产自
销特区”，不收取任何摊费、管理费。

这是由一起虚假网络舆情“逼”
出的新气象。

舆情虽假，影响却非常深
今年6月14日，一条“邵阳城管变

身‘斧头帮’暴力执法”的网帖，迅速将
“邵阳城管”推上风口浪尖。经事后证
实：网帖及照片均与事实有较大出入，
网传的视频经过了技术处理， 照片中
显示的执法队员手持斧头， 源于店主
拿斧头来砍执法队员， 被执法队员及
时夺下，并非执法队员拿着斧头执法。

舆情虽假，影响却深，当事的几
名城管执法队员也因“不文明执法”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说实话，这

起网络舆情虽然虚假，但让我们越发
觉得城管执法行为要公开、 透明、规
范，这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没有最
规范，只有更规范。”邵阳市委常委、
副市长周国利如是说。

11月15日的中午，在三眼井农贸
市场附近一处商铺前，记者见到了网
帖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图片中手持斧
头的城管队员周森彬。精瘦的他正在
劝说一位上了年纪的菜农不要将菜
摆在人行道上。周森彬和菜农保持着
一定距离，平和地进行劝说。好不容
易做通菜农工作后，周森彬帮着菜农
挑起担子就往市场内走。

“现在对这些乱摆摊贩，不光是
劝服，还要帮着他们将摊贩抬到市场
内，一般情况不罚。”周森彬感叹道，
那起网络舆情事件后，执法和以前真
不一样了。

既讲理，又讲礼
“谁都知道，这些菜农摊贩不容

易，背后养着一大家子。不管，城区变
成了菜市场，影响市容与环境，管，菜
农们不听‘大道理’，常常是东边不摆

就摆西边，工作做不通，就只能没收，
一收，双方就容易起冲突。”邵阳市城
管局局长王大松说，“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
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
增加和谐因素，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所以，我们从过去‘赶着收’到现在
‘帮忙抬’，从过去突出‘管’字到现在
更重视‘理’字。”

一是理顺城市管理矛盾的纠结
点，不能只“堵”不“疏”，要提供小摊
小贩、菜农谋生存的地方。政府在多
个农贸市场免费提供农民自产自销
售卖点，摊位租用费及搬运的车辆费
均由财政承担。

二是在中国文化中， 礼理同音，
执法时要求着装、语气、行为都要符
合文明礼仪。“不能将摊贩当管制的
对象，而要当为之服务的顾客。”

城管执法新“教材”
网络舆情事件发生之后，邵阳市

城管系统制定一系列措施：聘请心理
专家每周一次为城管队员进行心理
疏导；搜集全国各地城管部门推行的

新政以及负面案例；取消了突击式检
查；建立网络回复舆情平台等，并在
此基础上集结成册，形成一本带教学
性质的工具书，每个城管队员将以此
为“教材”考试上岗。

在邵阳市双清区城管局，记者看
到了两本厚厚的书稿清样，“书名还
没想好，暂时就叫做《城管执法操作
实务及经典案例汇编》。” 刘韵东说。

翻开书，书里详尽地介绍了城管
执法的基本原则、执法技巧、危机干
预、心理分析等，归纳、梳理了当前城
管执法的现状、问题并因地制宜地提
出了解决方案。

书中对执法用语也进行了规范：
不准用不文明的口头禅，禁说“多次
给你说，就是不听”、“别装傻”、“有本
事去告我”等25句忌语。

会不会纸上谈兵？王大松说，执法
理念以及手段的转变需要一个时间段
的检验， 城市管理也没有什么一劳永
逸的“宝典”，一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解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变总
比不变好，与其让群众推着走，不如自
己迈在前头。

从“赶着收”到“帮忙抬”
———虚假网络舆情“逼”出邵阳城管新气象

11 月 17
日是“世界早
产 儿 日 ”，岳
阳 市 龙 根 绿
志 愿 者 协 会
会 员 与 10多
名 早 产 儿 童
一起拼图、看
书，玩各种趣
味游戏，让他
们 感 受 到 社
会 大 家 庭 的
温暖。

彭宏伟 摄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洁） 出生不足1月的齐齐
（化名）出现脑血管破裂，导致颅内出
血，需要进行手术清除血肿和切除畸
形的血管。11月4日，湘雅医院专家为
齐齐顺利施行了开颅手术。记者日前
从湘雅医院获悉， 经过1个多星期的
治疗，齐齐的颅内压已稳定至正常水
平，近日即可出院。

术后颅内压的监测，是影响患儿
生命质量最关键的因素。 颅内压过
高，会导致脑部缺血和缺氧，造成神
经功能障碍，甚至危及生命。如何动
态精准监测新生儿颅内压，一直是医
学上的难题。

岳少杰和她的同事尝试将用于
成人的颅内压动态监测技术，应用到
新生儿。但新生儿大脑正处在生长发
育阶段，一点小小的损伤可能影响今

后的生存质量。如何放置监测仪探头
而同时避免损伤其脑组织，又是一个
技术难题。

“我们将以往技术改良，将监测
仪探头放在硬膜外， 就能避免损伤
脑组织。”岳少杰说，仅有2厘米的空
隙， 需要技术娴熟者在显微镜下非
常精细地操作。 一根细细的导管从
齐齐头部延伸出， 连接着床旁的颅
内压监测仪， 医护人员根据仪器上
变动的数字， 及时制定相应的治疗
方案。

据岳少杰介绍，采用该方法救治
新生儿病患， 在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她表示，新生儿科病患儿中约三分之
一存在颅内压增高现象。该技术可以
精准地掌握患儿颅内压力变化情况，
避免盲目使用降压措施，将大大提高
患儿的治疗成功率。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王文隆）
今天上午8时40分左右， 在浏阳工
业园东惠小区永龙路进行人行道铺
装改造施工时， 施工方湖南永鑫建
设有限公司现场员工因未及时将井
盖进行复位， 导致在此玩耍的北盛
镇环园村一名5岁小孩不慎落入下

水管道。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委、市政府

及工业园管委会高度重视，紧急成立
施救小组，组织有关单位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积极开展搜救工作，但因管
网复杂，搜救工作难度大，目前搜救
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首次将成人颅内压动态监测技术应用到新生儿

未满月婴儿开颅术获成功

浏阳一5岁小孩不慎落入下水管道

“不做假账 不偷工减料 不徇私舞弊”

交通职院学生
毕业要过廉洁关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张洋）“廉洁干事从我做起，不偷工减料，不徇
私舞弊……”今天，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又
一批大三实习生奔赴企业一线，参加顶岗实
习。临行前，学生们庄严进行职业诚信宣誓。
这是湖南交通职院廉洁教育进校园、入课堂
的众多举措之一。

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将廉洁教育作为
大学生培养的重要内容，明确“四好”培养目
标，即好品德、好技能、好使用、好形象。要求
会计专业学生不做假账；路桥、建筑专业学生
按图施工，不偷工减料；监理专业学生坚持原
则，严把工程质量关，不徇私舞弊等。为此，他
们将廉洁教育内容和考核结果融入培养方
案，规定廉洁考核不合格的学生不能毕业。与
此同时，他们联系交通行业的特点，每年举行

“廉洁文化节”，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廉洁
教育“润物无声”。

本报11月17日讯（记者 王亮）经
过3天比拼，2013年省青少年校园足
球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株洲落幕， 三个
组别的前两名共6支球队获得参加全
国冠军赛的资格。

今年的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有24

支球队参加， 分为小学 （甲、 乙）
组、 初中组三个组别。 经过3轮小组
赛以及淘汰赛的争夺， 长沙东郡小
学、 株洲北师大附属小学获得小学乙
组前两名； 长沙长塘里小学、 衡阳成
章小学 （雁栖湖校区） 名列小学甲组

冠亚军； 初中组头两名为长沙雅礼雨
花中学和株洲景炎学校。 这6支球队
也成功晋级明年的全国冠军赛。

据了解， 明年的全省校园足球联
赛总决赛将继续增加参赛队伍数，还
将增设高中组。

“是编外人员，但我热爱足球”
“回防，快速回防！”“你倒是给我

射门啊！”“你给我下来，小李上！”
要问本次总决赛最激情的教练

员，衡阳成章小学的张海波称第二，没
人敢称第一，每场比赛一结束，他的嗓
子往往已经嘶哑。

“恨不得自己去踢啊。”曾是一名
球员的张海波对足球无比热爱。

正是在张海波嘶心裂肺的喊叫声
中，成章小学在小学甲组中闯入决赛，
虽然以2比4不敌夺冠热门长塘里小
学， 但也以亚军身份获得了参加全国
冠军赛的宝贵资格。

出乎意料。 张海波满口“我们球
队”，但他并不是成章小学的“体育老
师”。

“我的确是一名编外人员，只是学
校足球队的教练而已。”张海波告诉记

者。
张海波的儿子目前在长沙雅礼中

学读初二，也是学校校队队员。最早只
是培养儿子踢球， 但慢慢有其他孩子
想要加入， 张海波干脆自己组建了一
支球队。几年来，由于执教有方，张海
波先后辗转了几所小学， 最终被成章
小学“挖”到帐下。

张海波自己有本职工作， 当球队
教练只是“副业”，“每天下班了就去学
校带孩子训练， 有比赛时再请假”。身
兼两职格外忙， 但凭着对足球的热爱
与专业理解， 张海波成功将成章小学
足球队打造成可以和长塘里小学抗衡
的队伍，闯入全国大赛。

“看着他们，就像看着自己”
总决赛24支球队的诸多教练中，

有蔡铭、 周激、 张海波这样的资深教
练， 更多的是踏上教练职位不久的年
轻人。在这些年轻教练眼中，率领一群
孩子踢比赛，像是自己梦想的延续。

“看着他们踢球，就好像看着当年
的自己。”株洲市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
学教练张弘毅这样告诉记者。

26岁的张弘毅从小踢球， 曾是株
洲二中校足球队的一员， 随后进入湖
南理工大学就读体育教育专业的足球
方向。“虽然当不了专业的足球队员，
那就当教练吧。 现在校园足球搞得风
风火火， 也希望通过孩子们延续自己
的足球梦。”

不过，想做与做好总是相距甚远。
“小孩子注意力很难集中，有时学好一
个动作就要2个小时。自己也曾被气得
不想干了， 但看着孩子的动作慢慢变
得有模有样，就坚持了下来。谁没个起
步的时候呢？关键要有耐心。”

而且，想要带好一个小学足球队，
不止要管好训练和比赛， 吃喝拉撒也
要全面顾及，安全问题更须一丝不苟。
张弘毅介绍，“小孩子都喜欢乱跑，我
们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点人头，
生怕跑丢一个。”

11月17日， 2013年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落下帷幕， 200多名足球
少年激情比拼， 对24支队伍的教练来说， 3天的比赛也燃烧了他们的梦想———

少年足球，延续梦想
本报记者 王亮

本报11月17日讯 （记者 肖
军 通讯员 周冬阶 ） 11月15日
至17日， 以“运动、 健康、 节
能” 为主题的怀化市首届“公
共机构节能杯” 乒乓球锦标赛
在怀化三中体育馆举行， 来自
全市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
13个县市区、 46个单位共56支
队伍3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次比
赛活动。

开展“公共机构节能杯”
乒乓球比赛， 主要是增进沟通
交流， 丰富机关文化生活， 推

动全民健身。 同时， 将运动与
节能减排有机结合， 进一步加
大公共机构节能宣传， 增强党
政机关节能意识， 充分发挥其
在全社会节能中的引导和示范
作用。

本次赛事由怀化市委办、
市人民政府办主办， 怀化市机
关事务管理局、 怀化市体育局、
市乒协承办。 怀化市乒乓球协
会负责人介绍， 本次活动创下
了市内组织此类单项活动的参
赛队伍和观众之最。

省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落幕 6支球队进军全国大赛

怀化举行“公共机构节能杯”乒乓球赛

11月16日，在2013-14赛季NBA常规赛中，芝加
哥公牛队以110比94战胜印第安纳步行者队，后者的
9连胜被终止。 图为公牛队球员罗斯（右）在比赛中
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本报11月1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余希 蒋凯） 11月17日， 2013
年中澳移植论坛在长沙召开。 原卫生
部副部长、 国家卫计委中国人体器官
移植临床技术应用管理委员会主任黄
洁夫等中澳两国200余名移植领域专
家， 就推动和完善器官捐献和移植体
系达成多项共识。 据悉， 我国已步入
器官移植以公民捐献为来源的新时
代， 正在逐渐减少对死囚器官的依
赖。

黄洁夫表示，我国目前器官移植
的供需比例为1：30， 即每30个需要
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中，只有一人能
够得到捐献。我国器官捐献与国际整
体水平相差较大。今年2月25日，我国
全面启动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

（DCD）。今年9月，我国开始实施《人
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
行）》，强制推行“捐献器官必须通过
器官分配系统进行分配”， 系统采取
技术手段， 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干
预，确保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
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器
官。至今年10月底，公民逝世后自愿
器官捐献已有1161例， 捐献大器官
3175个。“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进入
一个以公民自愿捐献器官为主要器
官来源的发展新阶段，正逐渐减少对
死囚器官的依赖，死囚器官捐献有望
被公民自愿器官捐献取代。” 黄洁夫
说。 武汉大学一项调查表明，70%的
受访大学生表示，如果器官捐献过程
公开透明，愿意逝世后捐献出器官。

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方向
中澳专家聚湘达成合作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