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昆高铁是国家批准的中长期铁
路网规划 “四纵四横 ” 快速铁路客运
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 横贯东 、 中 、
西部地区 ， 是一条线路里程最长、 影
响范围最大 、 经过省份最多的东西向
客运专线 。 全线分为沪杭 、 杭长和长
昆3段， 全长约2245公里。 沪昆铁路客

运专线湖南段长约508公里， 其中杭长
段湖南省境内约92公里 ， 长昆段湖南
省境内约416公里。

沪昆高铁长沙至南昌段全程设7个
车站 ： 长沙南 、 醴陵东 、 萍乡北 、 宜
春 、 新余北 、 高安 、 南昌西 。 全长
348.85公里， 设计时速为35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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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曾勇 刘诗晴

16日上午9时39分， 一趟从广州南始
发的G636高铁列车，在长沙南停靠了数分
钟后，载满乘客向南昌西驶去。这是从长
沙开出的第一趟沪昆高铁列车。

随着沪昆高铁长沙至南昌段正式运
营， 京广和沪昆这两条我国南北和东西向
最长的高铁“大动脉”在长沙交汇，长沙也由
此一跃成为我国中部最重要的高铁黄金枢
纽城市。 湖南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
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
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将进一步突显。

长沙至南昌车程最快90分钟

“这是我和老伴今年结婚60周年的最
好礼物。”

乘坐在G636次高铁列车车厢的“80”
后老人萧波乐呵呵地向记者说。 原来，这
是萧老和老伴两人第二次乘坐高铁。今年
是老两口结婚60周年，他们的女儿得知沪
昆高铁长沙至南昌段开通后，特意提前为
他们准备了高铁票前往南昌，与30多年未
见的老朋友相聚。

“这位老友也是我们相识的牵线人，我
们在结婚60周年之际乘坐新开通的高铁，
去感谢他，非常有意义。”萧老满脸幸福。

从长沙至南昌的90分钟车程里，不少
乘客高兴地向记者介绍因为方便快捷的
高铁而改变的生活。

“以前回醴陵，坐汽车至少要1个半小
时，现在有高铁了，不到半小时就可到。”
在星沙打工的黄乐向记者透露。

沪昆高铁长沙至南昌段的开通， 让醴
陵历史上第一次建了高铁站。现在，他只需
花费35元高铁票，最快24分钟可到家乡。

据广铁集团介绍， 列车开通运营初
期， 沪昆长沙至南昌段将开行13对列车，
含“D”字头动车组列车2对，“G”字头动车
组列车11对。长沙至南昌最快旅行时间将
从现在3.5小时缩短到最快90分钟。

湘赣两省旅游交流更加便捷。江西南
昌滕王阁、新余的仙女湖、宜春的明月山、
萍乡的武功山等旅游景点，将与长沙的橘

子洲头、岳麓山，醴陵的李立三故居等景
点构成一条全新的90分钟旅游精品线。南
昌、萍乡、韶山、长沙等沿线地区红色旅游
景点将得到进一步整合，形成湘赣两省红
色旅游圈。

长沙升级成为高铁枢纽城市

随着沪昆高铁长沙至南昌段正式运
营，京广和沪昆这两条我国南北和东西向
最长的高铁“大动脉”在长沙交汇，长沙也
由此一跃成为我国中部最重要的高铁黄
金枢纽城市。

按计划，沪昆高铁杭长客专全线年底
前将通车。届时，湖南与长三角的时空距
离将大大缩短。

广铁集团相关负责人预计，从长沙乘
高铁可实现3小时到杭州、4小时到上海。
长沙地区每天往上海方向的旅客发送量
将由目前的1.5万人次，增至3.2万人次，增
幅113.3%。

目前，沪昆高铁长昆客专正进行联调
联试， 预计湖南段10月下旬可试运行，今
年年底前将通车运营。

这意味着，沪昆高铁年底将可从怀化
直达上海。届时，长沙至娄底、邵阳、怀化

都将实现高铁直达，这些城
市将如同现在京广高铁沿线的岳阳、衡
阳、郴州一样，同长株潭地区的往来将更
加方便快捷。

届时， 湖南境内高铁将超过1000公
里。全省除常德、益阳、张家界、吉首之外，
其他10个地市均通高铁。湖南高铁覆盖率
将达到71%，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预计沪昆高铁2015年底可通贵阳，
2016年可全线通车，直达昆明。届时，长沙
将构建1.5小时到武汉、南昌，2.5小时到广
州，3小时到深圳、郑州、杭州、贵阳，4小时
到上海、昆明，5小时到北京的高铁网络。

突显“一带一部”区位优势

在现代经济中，区位往往决定着资源

要素的配置，因而决定着一个地方的出路
与命运。但多年来，湖南始终无法摆脱“不
东不西”的区位尴尬。

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视察时明
确了湖南“一带一部”全新定位。湖南是“东
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
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

随着沪昆高铁南昌至长沙段开通，长
沙一跃成为我国高铁黄金枢纽城市。以高
铁为“媒”，粤港的资本，沪杭的技术，将更
加便利地汇聚于长沙。

长沙市市长胡衡华介绍，长沙已把加
快推进长沙高铁新城建设摆上了重要议
事日程。

据介绍，长沙将加快推进黄花机场至
长沙高铁南站中低速磁悬浮项目建设，打
造空铁联运综合交通枢纽。同时以此为依
托，加快推进高铁新城建设，大力发展会
展、物流、文化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进一
步挖掘、放大交通枢纽效应。

位于湘赣交界的萍乡市，在开通高铁
后，从萍乡到长沙只需22分钟，更让两省
交界处掀起一股合作热潮。按照江西萍乡
与湖南株洲日前签订的《赣湘开放合作试
验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萍乡将被打
造成为两省“政策洼地”、“产业高地”和

“创业宝地”。
京广、 沪昆两条中国最长的高速铁

路在长沙交汇， 中国第一条自主知识产
权磁悬浮列车在长沙的高铁站与机场之
间往返， 轨道交通将长株潭城市群连为
一体……不知不觉中，作为中部省份的湖
南，正逐渐孕育出新的区位优势。

一家三口饱受“脆骨病”折磨

“瓷娃娃”家庭
盼爱心援手
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

8岁的小姑娘佳佳是一名“脆骨病”患儿，反复多次骨
折已造成双腿严重畸形，自出生起没有走过一天路。

然而， 佳佳并不是这个家庭中唯一不幸的人。 她的
妈妈和哥哥也都是“脆骨病” 患者。 9月16日， 这个饱
受“脆骨病” 折磨的家庭向本报发出求助。

“我想跟别的小朋友一样走路， 我还想上学。” 在
省儿童医院骨科病房， 佳佳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心愿。
佳佳严重畸形的双腿， 让人为之揪心。

妈妈郑玉琴告诉记者， 他们一家来自福建厦门。 她
自己从小就得了这个病， 没想到生下的两个孩子都没有
逃过病痛的“魔爪”。 哥哥小义看起来健康活泼，但有一
次不小心把右手卡到了石头缝里，把手扯出来时，竟把手
拉骨折了。佳佳的病情是一家三口中最严重的，出生40
多天的时候，妈妈给她换尿片，她小脚一蹬不慎跌落，竟
引起了右腿严重的骨折。反复多次的骨折， 造成佳佳双
腿严重畸形， 根本没有办法站立， 更不用说走路。

“脆骨病” 又称“成骨不全”， 民间常称为“瓷娃
娃”， 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 2012年5月， 在中国

“瓷娃娃” 罕见病关爱中心的帮助下， 佳佳第一次住进
了省儿童医院骨科病房。 经过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照
顾， 佳佳稳定病情后顺利出院。

42岁的郑玉琴， 命运充满坎坷， 却在逆境中选择坚
强。 她的乐观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勇气让人敬佩。 2012
年佳佳从医院出院后， 郑玉琴回到了厦门老家， 在好心
人的帮助下， 她一个人承包山头养殖鸡鸭。

自己是脆骨病患者， 还要照顾两个“瓷娃娃”， 这
样的劳苦和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我没有办法出
去， 不少好心人就上门来买我的鸡蛋、 鸭蛋和鸡鸭， 还
给我们送了洗衣机。” 郑玉琴说， 晚上骨头痛得需要喝
一小口酒才睡得着， 但两个孩子是她日夜劳作的动力。

今年9月13日， 这一家三口再次来到湖南就医。 省
儿童医院骨科医师黄生祥介绍， 佳佳这次入院是进行每
三个月的定期治疗， 通过注射药物， 增强骨密度， 增加
骨量， 等待矫形手术时机。 但这高昂的手术费用估计至
少要20多万元。 而12岁的小义已出现双侧髋关节僵硬，
不能内收、 外展， 也不能伸屈， 也就意味着他现在已经
不能行走。 医院正在给小义制定一个最佳治疗方案， 让
他早日恢复行走。

如果您愿意帮助这个特殊的家庭渡过难关， 可拨打
本报96258热线， 或0731-85356878 （正常工作时间）
与省儿童医院办公室联系。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陈苹 田效金）易燃彩钢板搭建库
房、缺少消火栓、防火间距被占用……
今天下午，长沙县公安消防部门对辖区
内一家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临时仓储
场所进行消防监督检查，责令其限期整
改。

据了解， 该仓储场所由湖南省尚
一投资有限公司在今年4月份临时搭
建， 占地面积约有2万多平方米， 该公
司在搭建后出租给31户经营户， 用作
存储汽车、 电脑配件等， 以及汽车维

修保养等用途。 今年8月25日， 长沙县
消防大队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时， 发现
该仓库火灾隐患严重， 将其立案为重
大火灾隐患单位， 责令其于明年2月份
整改完毕。

记者今天跟随消防监督人员首先
来到一家储存汽车配件的仓库，发现里
面只配备了部分灭火器， 室内消火栓、
火灾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排烟
系统等基本的消防设施无一配备。“没
有基础的防火灭火设备， 发生火灾后，
起不到任何的扑救初期火灾的作用”，

消防监督员表示。
更让人头疼的是，现场经营户的消

防安全意识十分匮乏，各个经营户的仓
库物品摆放凌乱，仓库内防火分区不符
合规定要求，有的仓库连灭火器都没有
配备，更有部分经营户烟不离手。当问
及为何不配备消防设施时，经营户不以
为然：“怎么那么巧会起火。”

消防监督人员发现， 仓库旁不到6
米处搭建了钢结构的住房。“按规定，库
房之间要有一定的空间作为防火间距，
是不能被占用的。” 消防监督人员介绍
说，一旦库房发生火情，很可能“火烧连
营”，还会给消防官兵的扑救带来难度。

尚一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责任人表
示，将加快整改进度，确保按时销案。

9月22日为“世界无车日”

长沙将多处禁止
车辆通行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王曦）记者今天
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悉， 为确保该市参加
2014年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期间城区道路
的交通安全有序， 该支队就有关交通限制措
施发布通告。

根据通告，9月22日6时至18时，禁止（除客
运出租车、校车、通勤车、婚丧车和军警、急救、
消防、抢险等机动车辆外）小型载客汽车（九座
以下，含九座）在芙蓉路、劳动路、湘江路、五一
大道合围区域范围内的道路（不含边界道路）
通行，以上车辆号牌尾数为双数的小型载客汽
车和所有货车都不得在东二环、南二环、湘江
路、三一大道合围的区域范围内的道路（除湘
江路外，不含其他边界道路）和橘子洲大桥、营
盘路湘江隧道、南湖路隧道通行。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姚学文）今
天，中南地区首个机器人焊接培训基地
在株洲职教城揭牌。中国焊接机器人协
会理事长卢振洋说，基地揭牌有助于加
快中南地区乃至全国焊接机器人技能
型人才培养。

近年来， 随着工业现代化的推进，
机器人越来越被广泛应用。目前全世界
已有近100万台机器人投入使用， 其中
焊接机器人占全部机器人的45%以上。

“与人工焊接相比， 机器人焊接具有明
显优势。人工施焊时焊接工人经常会受
到心理、生理条件变化以及周围环境的
干扰。在恶劣的焊接条件下，操作工人
容易疲劳，难以较长时间保持焊接工作
稳定性和一致性，而焊接机器人则工作
状态稳定，不会疲劳。”卢振洋说。

目前在我国，人工焊接仍占焊接作
业的主导地位。然而，去年，我国新增焊
接机器人2.3万台。预计今后的几年内，

国内企业对点焊、弧焊机器人的需求量
每年将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按一人
操作2台机器计算， 每年至少需新增操
作员1.15万人。

为加快焊接机器人技能人才培养，
目前我国已在唐山、南宁、昆山、厦门等地
成立了机器人焊接培训基地。 湖南智谷
焊接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牵手湖南化工
职院、湖南铁道职院成立的株洲基地，是
我国第5个基地，填补了中南地区空白。

3D打印助力
“足踝矫形”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罗闻） 计算机辅助医学技术让医务人员体会
到科技带来的神奇， 也为患者的治疗带来福
音。 今天，28岁的李女士从湘雅医院出院了，
在3D打印技术的帮助下，她先天畸形的足踝
得到矫治，预计再过3个月左右，就能像正常
人一样行走了。

湘雅医院手显微外科主任唐举玉介绍，
这是我省首例3D打印技术应用于足踝矫形。

李女士来自常德市， 由于罹患先天性足
内翻畸形，走路只有脚外侧着地，严重影响了
美观和行走功能。这个影响她生活的疾病，同
时也让医学专家感到困扰。据悉，足部是人体
最精细的部位之一，结构十分复杂，仅骨头就
有26块。以往，医务人员进行诊断或制定手术
方案都是依赖影像资料， 但是涉及到足部等
复杂部位， 传统影像报告的局限性往往令专
家们“眼见不一定为实”。

如何矫形、切口如何设计、要涉及哪些关
节，这些都不十分明确。于是，唐举玉决定尝试
采用3D打印技术来辅助进行手术设计。“3D打
印模型让我们最直观、精准地确定截骨的位置
和角度。”唐举玉介绍，如果没有模型，医生只
能依靠以往的经验一点一点地截骨，一般需要
花费2到3个小时开展手术，创伤和风险也随之
增加。 现在，3D打印模型直接显露患者关节，
整台手术仅用1小时就完成了。

术后，李女士的伤口愈合良好，畸形已完
全矫正。

日前， 长沙市某中学学校门外
一纸通告 ：“为培养孩子良好
的生活自理能力 ，接 、送孩子
的家长不得进入校园”。 正是
这张通知，把准备送孩子进寝
室送被子的家长们统统挡在
校外。一时间，家长群情激昂，
七嘴八舌地议论 ：秋天来了 ，孩子
不会换被子，怕孩子们因此感冒。

笔者认为 ， 并非学校不近人
情 。 此举旨在培养孩子的自理能
力， 不仅要求他们自己会洗衣、叠
被，更重要的是要引导他们跟老师
和同学们沟通并解决问题。

图文/余宁山

96258 记者在你身边

●沪昆高铁南昌至长沙段通车运营，两地高铁车程最快仅需90分钟
●我国南北和东西向两条最长高铁在星城“牵手”

京广沪昆交汇长沙成品油又调降了

0号柴油
重回6元时代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日下午， 国家
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 决定将汽、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
低140元和135元， 调价执行时间为9月16日24时。 今年
以来， 成品油已经连续作4次调降。

调价后， 我省93号汽油零售价为9694元/吨、 7.27
元/升， 下调0.11元/升； 批发价格9394元/吨。 97号汽
油零售价为10241元/吨、 7.73元/升， 下调0.12元/升；
批发价为9941元/吨。 0号柴油零售价为8063元/吨、
6.95元/升， 下调0.12元/升； 批发价为7763元/吨。

此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幅度， 是国家发改委根据近期
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的机
制而决定的。

在此次成品油价下调之前， 国内成品油价格已分别
在今年7月21日、8月18日和9月1日连续三次下调。 此次
油价下调之后，我省0号柴油零售价再次回到6元时代。

据了解， 自2009年国内成品油与原油直接挂钩及
调整最高零售限价以来， 只是在2012年和2013年出现
过“三连降” 的局面， 本次成品油价格下调是首次出现

“四连降”。

京

广高铁

沪

昆高铁

■相关链接

另眼内参 酒鬼内参酒联合推出

焊接机器人“干活不疲劳”
中南地区首个培训基地落户株洲

“尚一投资”仓库火灾隐患严重
火灾隐患追踪

家长接送孩子，不得进入校园

制图/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