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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快语

本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李铖 刘伟

今年10月中旬，在资兴市林业、司法等部
门细致调解下，该市团结乡一起长达20年的山
林纠纷积案得以化解，3个村1000多名村民的
借山造林拖欠20年之久租赁款兑现。 65岁村民
胡组华高兴地说：“多少年来，许多村民因此事
上访，村里年年都不消停，现在好了。 ”

为社会稳定保驾护航，为百姓安居尽心竭
力。 近两年来，全省司法行政系统为平安建设
做好“减”字文章，年处理矛盾纠纷21万起，将6
类23万特殊人员教育好，在三湘大地织起平安
之网，其做法得到了司法部的充分肯定。

人民调解：
年成功调处矛盾纠纷21万件

一个矛盾纠纷如果处理不及时、 不得当，
就是一个“火药桶”。 平安建设最忧虑的是治安
状况、刑事发案和信访案件的发生，而往往许
多状况和案件源于矛盾纠纷的持续发酵。

在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有矛盾找调
解”不是一句空话。

文源街道6个社区27个物业小区全部熟悉
街道司法所所长唐敏的电话。 今年40多岁的唐
敏是位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每天跟居民的矛

盾纠纷打交道。
2013年8月， 文源街道一小区曾某的妻子

和孩子在小区电梯间被杀害。 曾某认为亲人是
在小区公共地方被害，对小区物业进行追责索
赔， 并聚集了家属20余人围堵在小区物业门
口，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获知事件的唐敏第一时间组织公安、法律
援助中心、社区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经过10多
天的努力调解，物业终于以援助慰问金的形式
补偿给曾某4万元，一场对抗性的冲突化解了。

我省有人民调解委员会54500余个，人民调解
员26万余名，他们活跃在社区和农村，如同一个个

“减压阀”，守护着一方的平安。 （下转8版①）

本报记者 余蓉

1升油能跑多少公里？ 对于家用轿车
来说，能跑20公里已经很了不起了。湖南
大学潇湘之鹰车队自制的赛车却创造出
一升油跑完1207公里的奇迹，并夺得第8
届Honda中国节能竞技大赛的季军。

一同载誉归来的， 还有湖南大学易
车FSAE赛车队。 他们在10月18日举行
的2014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FSC）中
捧得燃油组总冠军。

10月21日， 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学
院为这两支载誉归来的车队， 举行了欢
迎仪式。 师生们喜出望外，大呼过瘾。

潇湘之鹰车队：
“身轻如燕”节省油耗

第8届Honda中国节能竞技大赛于
10月19日在广东肇庆落下帷幕。 此次赛

事吸引了来自国内外高校、 企业共150
多支车队同台竞技。 湖南大学潇湘之鹰
车队在燃油组决赛中， 以行驶10499米，
耗 油 8.69 毫 升 ， 折 合 一 升 油 行 驶
1207.866公里的成绩脱颖而出， 名列三
甲， 创造了车队参加该项赛事7年以来
的最好成绩。

潇湘之鹰车队队长刘珏说， 车队大
约有40名队员，都是本科生。为了参加这
次比赛，他们准备了10个月时间。赛车的
设计、制作加工、调试，都是学生自己独
立完成的。

刘珏介绍，赛车长2.98米、高0.5米、
宽约0.7米、像一颗子弹，最高时速70公
里， 预计1升汽油能跑500公里。 在比赛
中，却跑出了1207公里的超常成绩。这有
运气，也有实力。

刘珏说，重量轻是节油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赛车仅重50.6公斤，相比其他汽
车，简直‘身轻如燕’。 ” （下转8版③）

本报10月 21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边源 ） 今天， 民革湖南省委十
三届三次全会在长沙召开。 民革中央副
主席何丕洁， 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出席会
议。

全会审议通过同意刘晓请求辞去民
革湖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常
务委员、 委员职务的决定， 补选中南大
学副校长、 民革湖南省委副主委田红旗
担任民革湖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
员。

会上， 何丕洁充分肯定民革湖南省
委在推进本省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祖国
和平统一大业做出的努力， 高度赞扬了
刘晓同志在任期间取得的工作成绩。 他
指出， 民革湖南省委要深入学习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系列讲话的重要精神，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 多层
次制度化发展； 进一步履行好参政党职
能，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
积极参政议政， 加大民主监督力度。 要
围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 切实发挥民革抗战文化优势， 抢救
性收集整理抗战史料， 打造爱国主义教
育品牌。 要大力推动对台工作， 紧紧围
绕两岸和平发展主题， 推进两岸互访与
交流， 深化与岛内各界人士的联系， 促
进祖国和平统一。 他鼓励民革湖南省委
班子， 要在新任主委的带领下， 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 同心协力、 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 扎实工作， 努力谱写民革事
业的新篇章。 (下转8版④）

本报记者 谢璐

“每一座城市都像一门语言， 语言需要不断变化，
来适应当前时代的环境， 而一个城市想要保持活力， 也
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改造， 否则可能会逐渐衰落， 甚至
消亡。”

“如果城市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 那么文化
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工具。”

10月21日， 国际大型峰会“湘江论坛” 在长沙市望
城区盛大开幕， 全球五大洲近190名高级外交官、 政商
领袖、 专家学者聚于湘江之滨， 共同探讨城镇发展之
路。 作为此次国外嘉宾代表团的领队， 意大利前副总
理、 文化优先协会主席、 柏林文化外交研究院院长弗朗
西斯科·鲁泰利接受了记者专访。 (下转9版②)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欧阳友忠 骆力军） 今天上午， 永州
市宁远县莲花山公园彩球高悬， 乐声悠
扬， 舜德书院竣工开院仪式在这里隆重
举行。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李金华宣布开
院， 并为书院揭牌。

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 全国政协常
委、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 中国工
程院院士何继善、 欧阳晓平等出席竣工
开院仪式。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
原校长周其凤为书院落成题赠作品。

2012年10月开工建设舜德书院， 是
宁远县立足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尝试， 由宁远韶韵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兴建。 舜德书院主要
由书院主楼和表现舜文化的碑林组成，

规划用地面积21亩， 用于陈列艺术作品
的主楼总建筑面积4300平方米， 一期工
程预计投资4000万元。

据悉，舜德书院追求“韶韵九疑，舜
德天下”的价值目标，坚持“摭以兼通，和
而不同”的艺术理念，集教育、展览、研
究、馆藏等功能于一体，收藏了启功、沈
鹏、中石、刘炳森、李铎、张海、王镛、孙伯
翔、韩天衡、徐本一、杨晓阳、文怀沙、姚
奠中等名家的作品， 已经刻碑的30幅书
法作品与舜文化内容紧密相关， 有望成
为当地的“文化客厅”和文化交流平台。

仪式结束后， 李金华与各界群众进
入舜德书院欣赏了精美的书法作品。 随
后， 李金华一行还考察了九嶷山舜帝
陵， 并举行了祭祀舜帝仪式。

为何检查组发怒
才动真格

沈德良

10月20日 ， 省人大常委会大
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暗访宁
乡县双凫铺镇泉井村的望峰建材
厂后， 愤怒地向当地政府有关负
责人表示， 这是近10年来所看到
的环保条件最差的水泥厂 ， 必须
立即整治。 （10月21日 《湖南日
报》）

检查组为何愤怒？其中原委不
敢妄自揣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家水泥厂破坏环境的恶劣程度，
已超出检查组所能承受的底线。人
们不禁想问，对于这家只顾赚钱却
把环保视为无物的水泥厂，当地环
保部门真的就拿它没有办法？这家
属于国家明令淘汰的水泥厂，却能
残喘至今，到底有何“魔法”为其撑
腰？

据当地村民反映，对于这家小
水泥厂的环境污染问题，他们曾多
次向上级反映情况，环保部门也派
人到过厂里，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
决。

检查组发怒效果立竿见影，当
地一名县领导表示，保证11月底前
彻底关闭这家水泥厂。 如此看来，
这一污染源头，并非啃不动的“硬
骨头”， 只需一个多月时间就能整
治好。 既然能这样办好的事情，为
什么会拖到一定要执法检查组发
怒才动真格？

10月21日清晨，龙山县红岩溪镇比沙坡，已经完工的龙永高速郑家寨高架桥墩，如“天柱”般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
龙永高速是我省“七纵九横”高速公路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湘鄂两省西部地区重要的出省通道，全长91.21公里，

总投资121.75亿元，计划于2017年建成通车。 张军 全明阳 摄影报道

为了三湘大地的平安
———司法行政推动法治湖南建设

“每一座城市都像一门语言”
———访意大利前副总理弗朗西斯科·鲁泰利

10月21日， 意大利前副总理弗朗西斯
科·鲁泰利出席 “湘江论坛” 城镇化国际
合作会议。 范远志 摄

民革湖南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召开
田红旗当选民革湖南省委新任主委

舜德书院在宁远落成开院
李金华宣布开院

长沙新材料产业：研发、生产能力领先全国

有望拿下2000亿产值

一升油，跑了1207公里
湖大赛车队将代表中国参赛FSG

全国京
剧票友演唱
汇在常德举
行 。 (详见7
版)
本报记者
刘也 摄

本报记者 田甜

失去双亲、 身患白血病， 20岁的宁乡姑娘王
李思娜历经苦难， 却依然坚强乐观。 幸运的是，
在台湾找到了与她吻合度极高的骨髓配型， 但如
果在11月底前凑不齐数十万元的医疗费用， 娜娜
治愈的希望又要落空。

近日， 湖南农业大学学生致电本报96258热
线， 希望呼吁大家都能来帮助他们的同学王李思

娜，让爱心跑赢时间。

坚强感恩， 白血病女孩高分考上
湖南农大

“娜娜正在医院与病魔做着殊死搏斗，我们在
此倡议各位同学献出爱心， 帮助娜娜挽回生命，重
返校园！ ”这两天，一份帮助王李思娜的倡议书，出
现在了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的网站
上。 (下转9版①)

96258 记者在你身边

长沙白血病女大学生找到台湾骨髓配型，急需手术费用———

帮一把美丽女孩

湘约2014

本报记者 胡宇芬

在长沙高新区， 占地48亩的华曙高
科3D打印产业园， 国庆节前夕正式启
用。 作为全球唯一既能生产选择性激光
烧结设备又能生产选择性激光烧结材料
的制造商， 华曙高科由此踏上扩张之
路。 正式投产第一年， 将形成年产设备
100台、 材料100吨的产能。 “相比以
前， 产能扩大了约两倍。 明年产值可过
亿元。” 10月14日， 该公司公关部负责
人高兴地告诉记者。

新材料产业是长沙的支柱产业， 去
年总产值达到1577.5亿元， 其中实现高
新技术产值超过一半， 达到791.0亿元，
同比增长30.8%。 今年的增势更是迅
猛 ， 一季度和二季度长沙新材料产
业实现高新技术产值同比分别增长
41%和48%。 照此速度， 今年新材料产
业实现高新技术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应
无悬念， 新材料产业产值很可能跃上
2000亿元关口。

在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放缓的大
背景下， 新材料产业实现高新技术产
值缘何能一路高歌猛进 ？ 究其因 ，
由于研发生产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
水平， 1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牢牢撑
起了长沙新材料产业的三大优势领
域———金属复合材料、 超硬材料、 先进
储能材料。

先进储能材料是长沙市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 也是长沙发展条
件最好的新材料产业之一。 长沙市在先
进储能材料领域有两院院士5人， 拥有3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5个国家级工程
技术中心及中南大学、 国防科大、 长沙
矿冶研究院等研发机构， 已成为国家级
先进储能材料研发机构最为集中的城
市。 在此领域工作的技术人员超过2万
名， 累计获得与先进储能材料有关的发
明专利1000多项。 这些为长沙储能材料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此外， 原材料丰富、 产业基础较好， 也
提供了有利条件。 (下转8版②）

七纵九横立天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