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27日讯（柴凤 周湘云）记者今日从长沙
市教育局获悉，8月29日、30日长沙市中小学生报名
当天，将接到一个开学作业：制作抗战胜利花，9月1
日所有师生佩戴胜利花参加开学典礼。

据了解， 为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弘
扬“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的抗战精神文化，该市文明
委面向全国征集评选出了抗战胜利花，胜利花及其
制作方法将于8月28日在长沙教育信息网、 星辰在
线、长沙文明网等网站上公布。

学生可登录以上网站，查看抗战胜利纪念日的
背景、胜利花的设计图案和制作方法，制作好胜利

花，并佩戴参加开学典礼。 同时，长沙市教育局要求
各中小学校的开学典礼必须安排抗战知识普及教
育内容。

据悉，长沙市文明办将专门订做一批抗战胜利
花，在开学前后发给该市城区部分中小学校。各学校
在校门口设立一个以上义卖点， 利用9月6-7日和9
月13-14日两个周末， 积极鼓励学生义卖自己手工
制作或市文明办发放的胜利花。 胜利花定价1元以
上，爱心不封顶，义卖所筹善款全部用于资助抗战老
兵，款项将汇入长沙市志愿服务基金会，由该基金会
统一捐给我省老兵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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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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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
睿）“现在只要动动鼠标就可以选择自己的
寝室和室友，这样我又可以和本科的同学住
在一起了。 ”今天上午，湘潭大学研究生新生
江军在湘潭大学迎新自助管理系统选取了
自己的宿舍。 近日，该校开通新生自助服务
网， 迎新报到工作实现时间提前和空间延
伸。 该自助服务平台可为新生提供网上注
册、缴费等一站式服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服务理念。

今年，湘潭大学一改往年学校分配、学
院安排、班级协调的宿舍制度，利用网络打
造新生自主选择宿舍和室友的网络服务平
台。 湘大新生可在8月20日至8月30日之间
登录湘潭大学迎新自助服务网自主选择作
息习惯相近或者志同道合的同学作为室

友。该校负责迎新工作的负责人表示，采取
这一举措一方面有利于新生之间的交流，
另一方面有利于新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和学习。

新生自助网除了网选宿舍、 选取室友
外，还可以通过该网络选购生活用品、缴纳
学费、填写个人信息、到站地点及是否需接
站等， 在入校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信
息化途径与学校进行交流。 今年的迎新工
作，在迎新管理系统助力下，可简化报到手
续，实现新生报到自助化，将原来需要来校
后方可办理的手续全部在网上完成。 按照
报到流程， 已在迎新自助网上完成注册并
缴清相关费用的新生进校后， 可以在迎新
服务志愿者帮助下， 持校园卡前往住宿楼
刷卡领取宿舍钥匙即可入住。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刘咸桢）随着全省各大中小学校
陆续开学，省疾控中心今天发出9月份
防病提醒， 学校和家长要督促学生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谨防手足口病、红
眼病、食源性疾病、呼吸道传染病等4
类高发疾病来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气温的下降，人感染H7N9禽流感
疫情有可能出现，预防措施不可松懈。

省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刘富强介
绍，校园内学生学习、就餐、就寝高度
集中，同时9月份气候冷热交替，根据
历史监测资料和传染病流行的规律，
是手足口病，急性出血性眼结膜炎（俗
称红眼病），细菌性痢疾、伤寒、感染性
腹泻等肠道传染病， 以及流感、 腮腺
炎、风疹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
教室和家中要经常加强开窗通风，搞
好环境卫生， 督促孩子注意个人卫生
尤其是手部清洁，加强锻炼，提高自身
免疫力，并随着天气变化增减衣物。

秋季是食源性疾病发病高峰期，
往往在学校、幼托等集体单位发生。 疾
控专家提醒， 各餐饮企业、 学校和集
体用餐单位尤应重视食品卫生， 防止
采购腐败变质食品， 果蔬彻底清洗，
食物煮熟煮透。 公众要做到“勤洗
手、 吃熟食、 喝开水”， 不吃生或半
生食品以及腐败变质食品。 一旦出现
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等类似食源
性疾病症状者要及时去医院诊治， 以
免延误病情。

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趋势，
在高温季节得到明显的扼制， 但随着
气温的下降， 该疫情有可能出现， 预
防措施不可松懈。 刘富强特别提醒，
公众要注意做好： 尽量不要在家宰杀
活禽； 购买正常渠道经过检疫的活
禽； 接触禽类饲养场所、 粪便等做好
个人防护； 一旦有发热等症状及时就
医。

西非暴发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疫
情有持续扩散蔓延趋势。 9月份面临部
分西非四国劳务人员、留学生入境，我
省存在输入病例的风险。 专家提醒，当
前主要防控手段是有关部门做好入境
人员的监测管理工作，劳务、商务、公
务人员到疫区国家要做好个人防护，
不建议近期去西非国家旅游。

开学在即，
严防4类高发病
省疾控中心：H7N9禽流感疫情、
埃博拉输入病例均有可能出现

轻点鼠标，自选宿舍和室友
湘大开通新生自助服务网

曹辉

临近开学，各大高校新生即将入校，选宿舍就是新
生报到的必要项目，跟谁在一起生活4年，是新生们非
常期待的事情。今年，湘潭大学推出学生网上自选宿舍
和室友的新举措，让学生体会到学校更人性化的一面。

自主选择作息习惯相近或者志同道合的同学作
为室友，一方面有利于新生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有
利于新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

一所几万人的高校，管理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
只有从细节入手，从小处着眼，把工作做在细微处，
让五湖四海的游子在学校都找到“家”的感觉，这样
的管理自然是温馨的。

人性化管理更温馨
■短评

孩子，戴着“胜利花”上学去
9月1日，长沙中小学师生将佩戴“抗战胜利花”参加开学典礼

8月27日下午3时30分左右，谭女士与好友带着自己4岁的儿子、2岁多的侄女小馨在湖南烈士公园年嘉
湖坐游船时发生意外，小馨不慎掉入湖中溺亡。 下午4时30分左右，消防队员、湖南蓝天救援队赶来，经过5
个多小时的搜救，女童尸体被打捞上来。

图为当日下午6时45分，救援队在展开搜救。 本报记者 唐俊 摄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龙文泱 李国
斌 通讯员 金慧 叶小玲） 今天上午，长
沙市民郑先生向本报96258新闻热线反
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贾谊故居旁边巷子
太傅里5号有一棵大树倾斜， 压住了贾谊
故居的围墙，可能会对故居和居民安全造
成影响。 记者当即赶往现场查看。

上午10时，在太傅里巷5号居民焦奶奶
家门口，记者看到，一棵长在门口的法国梧
桐树已经倾斜，这棵梧桐树围径约1.2米，约
有3层楼高， 倾斜的树身从屋门口跨越2米
多宽的太傅里巷， 正压在贾谊故居的东墙
上。 当时天心区园林局的工作人员已经赶
到现场，正在对其砍伐分解。

焦奶奶介绍，这棵梧桐树种在这里至
少有四五十年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
越长越斜，还时常有枯枝掉落。 8月25日，

一名行人从树下经过时，一根树枝突然掉
下来，差点砸伤他。 焦奶奶的儿子杨松波
立即向天心区政府提出申请，希望把老梧
桐树砍掉。

当天，天心区园林局管理科工作人员
就来到现场考察，发现树的主干中部因虫
蛀已空心，中部和上部的树皮都有较为严
重的损伤，树干随时可能断裂，必须及时
砍伐。今天一早，园林局组织4名伐木工人
对大树进行砍伐、分解、运送。

园林局工作人员提醒市民，长沙有两种
树比较容易折断或倾倒：一种是泡桐，树根
浅，易空心；一种是喜树，又称水桐树，树高，
树枝脆，遇到大雨就容易折断。 您如果遇到
树木倒塌等紧急情况，可拨打长沙市城管投
诉电话88665110，或向管辖区县提出申请，
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处理。

梧桐“斜刺”险伤人
贾谊故居旁危树压围墙，园林部门迅速砍伐运走

96258 记者在你身边

本报记者 欧金玉 史学慧

洞口县房产局、 物价局6月30日联合
下文， 从7月1日起贯彻执行商品房销售

“一价清”， 即指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根
据商品房开发建设成本费用、 市场供求
状况， 在自主确定商品房销售价格基础
上， 将与商品房开发建设过程中相关的
各项基础配套工程设施建设费用、 代收
代缴费用等一次性计入商品房销售价格，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不得在销售价格之
外单列“开通费” 和收取任何费用， 或
委托物业企业在交房时收取与工程建设
相关的价外费用。 对于购房户来说， 这
本是一利好消息， 可是， 洞口县的购房
户却对此哭笑不得： 早在2009年5月6
日， 省物价局、 省建设厅就下发了此规
定。 省里的文件精神在洞口竟然沉睡了5
年， 在他们看来， 这是一个大笑话。

一些购房户告诉记者， 多年以来，
在洞口县购买商品房， 开发商强行在购
房合同价外还要另行收取水、 电等配套
基础设施的“开通费”。 而他们了解到，
省物价局、 省建设厅于2009年就下发的
《湖南省新建商品房交易价格行为规则》
文件明文规定： 商品房交易价格采取

“一价清” 的规定， 开发商不得在购房合
同价外另行收取水电“开通费” 等费用。
《规则》 中明确提出自2009年7月1日起
执行， 通知要求各地物价、 建设 （房产
管理） 部门一并贯彻执行。 然而， 5年过
去了， 洞口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却一直
对此规定毫无行政作为， 当地房地产开

发商更是充耳不闻， 由此引起的纠纷更
是数不胜数， 广大购房户怨声载道。 就
此问题， 当地市民多次向物价、 房产等
部门反映， 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最近， 几名购房户就他们遇到的这
个问题再次向洞口县政府和省相关职能
部门投诉。 他们告诉记者， 6月20日， 他
们终于盼来了相关职能部门的明确表态：
开发商收取水电等开户费系违法行为，
要求开发商予以整改。 购房户们以为职
能部门终于能重视上级文件精神并落到
实处了， 可没想到， 相隔不到10天， 却
出台了6月30日的文件。 这份文件的出
台， 岂不是意味着过去5年， 洞口的开发
商的违规收费受不到应有的惩处， 他们
受损的利益无法挽回了？

8月21日， 记者采访了洞口县房产局
和物价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洞口县
2006年才开始出现商品房， 房地产市场
活跃也是近七八年的事， 虽然省里早已
下文要对此进行规范， 但多年来， 开发
商一直习惯于在房价外额外收取水、 电
等基础设施的“开户费”。 近些年来， 购
房户对此投诉确实很强烈。 他们认为，
虽然这份文件执行得晚了些， 但也是根
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

8月26日， 记者采访了省物价局一名
姓王的负责人， 他明确表示， 市县必须
严格执行省里的文件， 洞口这样的做法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省法制办的有关负
责人也认为， 下级制定文件不能与省里
文件精神相冲突， 投诉人可以向当地的
法制办申请对文件进行审查纠正。

上级文件精神
洞口“沉睡”5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上
午
，长
沙
市
太
平
街
太
傅
里
巷
，

天
心
区
园
林
局
园
林
工
人
在
将
倾
斜
的
法
国
梧
桐
树

切
割
清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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