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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火车通过湘黔铁路罗依溪铁路大桥，将物资运往湘西地区。 唐大柏 摄

专栏主持：谢婉雪
投稿邮箱：4329536@163.com

回回
望望
湘湘
黔黔
铁铁
路路
会会
战战

湘黔铁路东起我省株洲市，西到贵州省贵阳市，全长905公
里，是我国中南部地区的一条东西向铁路干线。因火车第六次
提速的需要， 从2006年12月起湘黔铁路与沪杭铁路、 浙赣铁
路、贵昆铁路合并称为沪昆铁路。

9月16日，沪昆高铁长沙至南昌段已正式运营。预计今年底，
沪昆高铁将在湖南境内全线通车。通车后实现客货运分离，现有
的沪昆铁路以货运为主。 届时， 湘黔铁路将会淡出湖南人的生
活。

1970年，国家建委将湘黔、枝柳铁路合并成一个总工程项
目，湘黔铁路作为党中央大三线战略的重要工程，开始了大规
模建设。工程进展迅速，1972年10月便全部完工，1975年1月正
式运营，成为联通西南、中南与华东的重要干线，从根本上改善
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

由于湘黔铁路沿线地势险峻、地质复杂、施工艰难，当年参
加铁路建设的，除铁道部和有关铁路局调集9万多人的设计、施
工队伍外，还动员了湖南、贵州两省近80多万民兵投入会战。

湘黔铁路的建成，改变了我省的工业布局，带动了西南地
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大批工业企业随之迁移或投建到铁路沿
线，许多小城镇也因铁路带来的交通便利发展壮大。

当年拍摄的照片，真实地呈现了湘黔铁路建设的情况。

1974年9月20日， 湘黔铁路车站之一的怀化车站。 通讯员 摄

参战的民兵凭借钢钎大锤、锄头镐铲、轨道斗
车，劈山炸岩、挖运土方，艰难施工。 通讯员 摄

1972年10月， 湘黔铁路全线接轨。 通讯员 摄

1971年1月
23日，文艺演出
队在湘黔铁路
新店坪站 （位
于芷江侗族自
治 县 新 店 坪
镇 ） 工地进行
慰问演出。

刘理勋 摄

本报记者 杨丹 陈薇

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
国庆期间即将收官， 谁将接
周五黄金档呢？ 这成为观众
关注的一个热点。近日，记者
从湖南卫视了解到， 一档原
创的大型校园成长真人秀
《一年级》将确定接档，首期
将于10月17日晚和观众见
面。

萌童鲜师练成记
《一年级》的定位是“萌

童鲜师练成记”，由《快乐男
声》、《超级女声》创始人夏青
监制，《非常靠谱》 制片人徐
晴担任总导演， 制作实力雄
厚， 并作为芒果台第四季度
的重磅节目推出。

真人秀依然是该节目的
一大卖点。据节目组介绍，这
档节目的主人公就是湘郡未
来实验学校一年级（1）班的孩子们。
“我们在节目中将会有大量的镜头，
全程、 真实记录一年级学生的生活、
学习、交友等内容，完整地展现一年
级学生最真实的成长记录，在孩子的
成长过程中会发生哪些故事，非常值
得期待。 ”“全方位地记录下孩子们诸
多难以忘怀的‘第一次’：第一次没有
爸爸妈妈陪伴的恐惧、第一次集体生
活的不适应、第一次被老师批评的失
落委屈……”

节目中依然有明星的元素存在，
有两位明星老师———“时代萌主”陈
学冬和“霸气美女”小宋佳。

陈学冬小宋佳担纲“鲜师”
演员陈学冬和小宋佳将分别担

任一年级小朋友的实习班主任和实

习生活老师。 两位实习老师在开学首
日就遇到了一大堆状况险些崩溃，一
场场堪比大冒险的经历十分精彩，两
人也感到压力重重、责任重大。

结束了新生报道流程，完成了认
识校园的“校园大冒险”的任务之后，
陈学冬和小宋佳领着孩子们来到宿
舍，分别为男生和女生安排宿舍。 刚
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可能还没有
养成“讲规矩”的概念，特别是小男生
们，一进宿舍就疯狂地拿着地上的玩
具开始打闹嬉戏起来，完全不理会老
师的存在，让冬冬老师头大。 当叫洗
澡集合的时候，场面更是让人啼笑皆
非。 有些小男生十分性急，还没进澡
堂就在寝室里一股脑儿脱得精光，赤
条条地在寝室里疯跑，丝毫不注意形
象，更让陈学冬抓狂。

陈学冬坦言：“我在来之前做了
很多功课，提前设想好每一个可能发
生的情况，不过没想到真正实践的时
候，还是有很多问题出现。 ”

小宋佳说，原本以为自己在拍戏
时非常能够抗压，但是来到校园担任
生活老师之后却发现自己的许多弱
点比如“脾气不好”等等。 因此，她在
节目拍摄之初常常崩溃， 每一天都
哭。但是，与那些“熊孩子”一同入学，
与他们一起成长，也让她有了与演员
截然不同的全新体验。

校园纪实+固定摄像机
据介绍，《一年级》 将有超过100

台固定摄像机安装在学校教室、寝室
和学生家中，对“萌童鲜师”的学习生
活展开全方位无死角记录，完整还原

一年级学生最真实的成长
过程。通过还原萌娃们最真
实的成长瞬间，来唤醒观众
们属于自己的“一年级”回
忆。

“校园纪实+固定摄像
机”，《一年级》 无论题材还
是摄制方式，在国内都是第
一个。

西方国家在制作纪实
类或真人秀节目时很早就
开始大量、广泛地运用“固
定摄像机” 方式进行拍摄。
在国内，近年来火爆的《爸
爸去哪儿》、《舌尖上的中
国》、《变形计》 等节目中也
屡屡出现由“固定摄像机”
拍摄的片段与镜头。 可以
说，国内外的“固定摄像机”
类节目已经有了相当雄厚
的观众基础。

就题材来说， 近年来，
国内纪实真人秀节目很多，

但校园纪实题材尚无涉猎。 校园类题
材与普通老百姓密切相关，很容易让
观众们产生强烈的亲切感， 应该说，
在题材上，《一年级》就抢了先机。

虽然在国内属于开先河，但《一
年级》与英国Twofour公司的《国民
师生———约克郡教育》颇为神似。《国
民师生———约克郡教育》 第一季于
2013年一经推出，便好评如潮，第二
季更是成为收视王牌。在2014年英国
国家电视奖颁奖典礼上，该节目一举
赢得了“最佳纪录节目奖”。

有话题优势（校园纪实）、有模式
创新（固定摄像机拍摄）、有平台优势
（芒果台）， 有成功先例（《国民师
生———约克郡教育》），《一年级》会否
成为下一个《爸爸去哪儿》，刮起另一
阵收视旋风？ 颇令人期待。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廖声
田 通讯员 黎贤章）近日，张家界
市公布本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由原来的340项减少至173项，精
简比例达49%，有效完成了“权力
瘦身”。

张家界将精简行政审批项目
列为深化“四风”突出问题35项
专项整治项目之一，3月以来，按
照“五个一律”要求，通过部门自

清、联合会审、征求意见、专家论
证等程序， 全面完成市本级行政
审批项目目录清理和审核工作。
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8月5
日， 在全省市州行政审批事项清
理工作调度会上， 张家界大刀阔
斧精简审批项目， 走在全省各市
州前列， 其行政审批目录作为样
本推介。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何淼
玲 通讯员 何清 何志勇）男子在
家整理物品时， 发现了前女友遗
留的银行卡U盾， 得知银行卡内
有存款8万余元。他本以为占有该
款神不知鬼不觉， 不料却因此犯
盗窃罪。近日，益阳市赫山区人民
法院一审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
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2013年10月一天，王某在家
中整理物品时， 意外地发现了前
女友刘某遗留下来的银行卡U

盾。 因以前常与刘某一起网上购
物， 王某知道该U盾及对应的银
行卡密码。 王某在网上银行查询
到卡内有余额8万余元，他既想占
为己有，又担心被刘某发现，于是
找到朋友胡某， 请其帮忙到外地
以他人名义办理了一张银行卡。
而后， 王某在网吧内将刘某卡内
的8万余元转到了新办的卡上。法
院经审理认为， 王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李寒
露）近日，记者来到津市市渡口镇
文昌阁社区采访， 居民吴开桃告
诉记者，2011年他花14万元买下
渡口镇境内15公里道路两旁的
林木，共6000多棵，现在树木已
基本成林， 平均每棵树可卖300
元，估价达180万元。 这实实在在
的好处， 是津市市创新公路森林
管护机制取得的成效之一。

津市市林业局局长雷志宏介
绍，从2011年开始，津市将全市公
路两旁的林木全部承包给林业大
户管理，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双赢。 同时，把搞好公路森林管
护作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要
举措来抓。先由乡镇政府把各路段
路基培土扩宽， 把林木栽下去，再
把栽好的林木卖给林业大户进行
管理。市林业部门出台了3条政策：
确权， 给林木买主们办好林权证，
保证业主权益；保证买主收益，即5
年后买主在林业和公路部门指导
下，可以对林木进行出售；按“采一
补一”原则，买主每移栽或砍伐一
棵大树，必须补上一棵小树。目前，
该市长达500多公里的省道、县道
两旁，已全部栽上林木。

接档《爸爸去哪儿》，全方位记录孩子们诸多难以忘怀的“第一次”：第一
次没有爸爸妈妈陪伴的恐惧、第一次过集体生活产生的不适应、第一次被老
师批评的失落委屈———

《一年级》：“秀”在人生起跑线

节目组成员在校园里。 通讯员 摄

张家界行政审批项目
“瘦身”近五成

砍伐一棵大树 补种一棵小树
津市创新公路森林管护机制

拾U盾转账8万元
王某获刑3年6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