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1版④）
田红旗在履新发言时表示， 将带领全

省民革党员在政治上把好方向， 在工作上
抓好重点， 以推进“四个湖南”、 “四化两
型” 建设为中心， 以“同心博爱·情系老
兵” 为抓手， 以海峡两岸湘台文化交流为
主题， 发挥优势， 做出特色， 不断开创湖
南民革工作的新局面， 为全面建成小康湖
南， 谱写中国梦的湖南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紧接1版③） 不仅车轻，而且驾驶员胡泽坚
也身形瘦小， 不超过50公斤。 更重要的是，
新车采用新工艺，上下车身衔接处缝隙变得
更细密，风阻系数降至0.19，而普通汽车的
风阻系数一般为0.25。

易车FSAE赛车队：
“狂飙突进”单圈最快
湖南大学易车FSAE赛车队创建于2007

年，是我国首支大学生方程式赛车队。10月18
日晚， 他们在2014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FSC)中，首次夺得燃油组总冠军桂冠。

今年FSC大赛有来自国内高校的80支油
车队和电车队，同时邀请了斯图加特大学、卡
尔斯鲁厄大学理工学院以及卡纳塔克国立技
术大学3支境外一流车队参赛，竞争激烈。

在本次比赛中，易车FSAE赛车队以75
米直线加速4.29秒、八字绕环4.92秒、高速
避障58.93秒、 耐久单圈少于1分48秒的成
绩，获得燃油组动态项目组大满贯，并且刷
新了斯图加特车队保持的最快单圈纪录。

易车FSAE赛车队领队柴天介绍，这辆
参赛赛车除了发动机是购买的本田摩托发
动机，其他是他们自己制作的。 发动机的动
力输出设计、悬架和转向设计，耗费了队员
们的大量精力与时间。 寒假期间，队员们只
休息了两个星期，暑假全程无休。 队长兼车
手的孙文“忙得连女朋友也没时间陪”。

据介绍， 易车FSAE赛车队夺冠后，大
赛组织方向他们颁发了出国参赛支持大奖
20万元奖金。 赛车队明年8月份将代表中国
大学生，赴德国参加FSG方程式汽车大赛。

２０14年10月22日 星期三综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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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 21日讯 （毛敏轩 李治
刘晓凤） 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浏阳
河东畔一段不起眼的土坎， 找到了距
今 1000多年的马殷楚国政权踪迹所
在。 “未来浏阳河第六道湾东湖片区，
将重建马楚文化旅游商务区， 再现古
国文化风采， 打造新的市民休闲场
所。” 东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尹卫东今天

透露。
“马楚王国， 有着可以深挖的历史

文化价值。” 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建设
推动委员会委员刘叔华说。

东湖古称姚圫， 人文历史厚重， 是
五代时马楚常丰县治所在地。

五代十国时期， 马殷建立楚国， 史
称马楚。 这个只存在了55年的神秘王

国， 采取轻赋税、 重视农业、 提倡种茶
卖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促进了地区繁
荣。

有史书记载， 最早称湖南为“湖
湘” 者， 便是马楚余部周行逢。

今年4月， 在东湖街道， 当地居民
发现了马楚常丰县城古城墙遗址。 古城
墙为土筑城墙， 尚存约40米。

东湖街道将建设的马楚文化旅游
区， 占地4平方公里， 分为“遗址复原
区”、 “美食文化区”、 “商贸再现区”、
“滨江休闲区” 等4大主题区域， 充分整
合当地“隆平水稻博物馆”、 湘茶文化
园、 柳子明古居、 园区式苏式建筑、 东
湖、 东沙古井、 牢笼金、 龙王古庙等资
源， 再现马楚文化风采。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侯芳）昨晚，长沙市民朱先生乘坐出租车，将装
有8万元现金的背包落在车上。他没想到的是，
不到10分钟，的姐谭亚丽就将背包完璧归赵。

10月20日晚10时多， 朱先生从长沙城
南路口乘坐蓝灯公司“湘AT4534”出租车前
往中意路办事。由于事情急，到达目的地后，
朱先生头也不回下了车。 过了几分钟，他猛
然意识到自己背包忘拿了， 这下把他急坏
了， 因为背包里装有用来办急事的8万元现
金，还有手机。他赶紧想法拨打自己的手机，
希望驾驶员可以接到。

同时，的姐谭亚丽发现了落在后排座位
上的背包，背包鼓鼓囊囊的，看上去放了挺
多东西。 她马上想到，这是刚刚下车的乘客
落下的。 苦于没办法联络失主，她只好原地
等待，希望乘客回头拿包。 忽然包里的手机
响了，谭亚丽接了后，马上将包送过去。短短
10分钟，8万元回到了朱先生手中。

“捡了别人的东西还给别人，这是理所
当然的。 ”谭亚丽说。

蓝灯公司负责人表示，将对谭亚丽进行
奖励。

瞧一段不起眼的土坎， 寻找距今1000多年的马殷楚国政权

55年历史神秘王国尚存40米城墙

8万元10分钟送还
的姐亚丽真美

（上接1版①）
没有平安的边界， 就没有省市区

的平安。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与我省
醴陵市、 攸县7乡镇19个村接壤。 今年
5月20日下午， 湘东区老关镇张某自家
山林遭到意外火灾， 张某领着30余名
亲属跑到相邻的醴陵市东富镇镇政府，
要求赔偿。 老关镇综治办接到电话后，
及时派出3名综治干部火速前往现场，
经了解， 是因东富镇村民放山火发生
意外导致张某损失， 这名村民当场给
予张某赔偿， 这一矛盾纠纷得以平息。

这样快速联合的调解机制， 得益
于2013年湘赣两省建立边界矛盾纠纷
联防联调协作工作机制， 边界问题从
原来“都不管” 变成了如今的“都来
管”。 当年， 湘赣边界被中央综治委命
名为“平安边界创建示范线”。 今年3
月27日， 湘鄂赣粤桂黔渝7省(市、 区)
边界矛盾纠纷联防联调协作座谈会在
长沙举行， 由我省牵头倡导的环湘
“6+1” 边界矛盾纠纷联防联调工作正
式启动， 此举开全国先河， 也是国内
覆盖面最大的一个边界矛盾纠纷化解
机制， 为我省连绵2000多公里的边界
线带来平安讯息。

据统计， 自2012年以来， 全省各
级调解组织年调处矛盾纠纷21万件，
维护了80多万群众的正当权益， 共调
解边界矛盾纠纷1000余起， 防止群体
性事件80多起，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了良好平安环境。

教育感化：
让迷失的人生再起航
在全省监狱里， 在强制戒毒所高

墙内， 让服刑人员和吸毒人员回归到
人生正途， 是全省司法干警心愿， 也
是社会的期盼。

沅江市的赤山监狱， 20年雷打不
动的服刑人员高教自学考试， 给他们
送去如同春天的希望。

邹如春是该监狱教育科的一名干
警， 十几年前， 接手教育改造的工作。
采访中， 他搬出一本本陈旧的服刑人
员高教自学考试名单， 我们明显感到

一颗颗渴望新生的心在燃烧。 1986年，
益阳市教育局将高教自考大门向赤山
监狱敞开。 至今， 赤山监狱先后有
5900余人次报考了11000余科次课程
考试。 其中36名考生在服刑期间获得
了大学专科文凭， 3名考生获得了大学
本科文凭。

近年来， 全省监狱系统倡导着公
正、 文明、 规范的执法理念， 从看守
型向管理型、 教育型转变， 服刑人员
也向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并重转移。
在监狱和强制戒毒所， 文化法制意识
的熏陶和知识技能的培养已成为日常
教育课， 浇灌着一颗颗曾经枯萎而误
入迷途的心灵。

为了帮助服刑人员和强制戒毒人
员顺利走入社会， 高墙内的教育帮教
工作延伸到高墙外。 2012年到目前，
全省帮扶服刑回归人员4万多， 推荐就
业1万多， 帮扶戒毒回归人员1.1万人，
推荐就业3000余人。

今年4月30日， 省综治办、 省司法
厅等14个部门联合倡议， 启动“情暖
高墙， 关爱孩子” 联合帮扶工作， 共
同帮扶我省服刑、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的1.4万名未成年人子女。

5月24日， 长沙新开铺强制隔离戒
毒所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叶某的女儿
萌萌(化名)出院了， 这让叶某感受到了
来自社会的温暖。 今年3月， 1岁多的
萌萌被查出患有丙酮酸激酶缺乏症(一
种罕见的血液病 )， 当地医院拒绝治
疗。 新开铺所党委获悉后立即成立帮
扶小组， 一方面迅速筹集善款， 另一
方面联系医院让孩子得以及时医治。

截至9月底， 全省已帮助第一批
337个家庭的425名重点帮扶对象解决
了实际困难， 监狱戒毒系统募捐爱心
款19.1万元， 监所警察资助89.8万元，
促使高墙内迷失的灵魂回归， 也使高
墙外的孩子有了各方面的保障。

社区矫正：
情暖 “没有围墙的监狱”
高墙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非监禁

刑罚执行制度———社区矫正。 我省自

2008年9月正式启动社区矫正， 2009
年以来， 我省建立了县、 乡、 村三级
社区矫正人员监管教育体系。 目前全
省14个市州、 123个市区、 2104个乡
镇、 4.6万个社区 （村委会） 全部开展
了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 乡镇司
法所是管理中枢， 而社区 （村委会）
是阵地前沿， 成为“没有围墙的监
狱”。 截至今年8月底， 全省累计接收
社区服刑人员7.18万余人， 累计解除
3.53万余人， 现有社区服刑人员3.65万
余人， 社区矫正已成为服刑人员监外
执行， 回归社会的重要途径。

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
必须在规范化、 制度化的轨道上有序
开展。 同时， 在家门口执行， 必然带
着更多人文关怀的色彩。

今年7月9日， 湘阴县文星镇金湖
社区“红太阳网吧” 开张， 迎来一群
特殊的客人———该镇司法所的干部和
另外十几名社区矫正人员。 原来， 年
仅24岁的网吧老板宋某是社区矫正人
员。

“你在家里， 有人管你吗？” 记者
问。

“有， 镇司法所规定了每周三下
午报到， 对我们进行管理教育。 见我
创业， 还帮我筹措资金3万元， 一家人
的生活都有着落了。” 宋某很感激地
说。

目前， 全省建立了教育矫正基地
347个、 社区服务基地763个,建立社区
矫正人员就业基地96个,展开了生活救
助、 心理教育、 就业创业帮扶等综合
性的帮扶体系。

从2008年试行， 我省社区矫正工
作已走过6年时间， 对于改造监外服刑
人员， 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回
归社会起到了明显效果。 省司法厅厅
长谈敬纯认为， 6年的时间， 对于一项
社会管理制度形成完善是短暂的， 下
一步全省将着重加强教育矫正， 开展
心理辅导和心理危机干预， 创新教育
矫正方式方法， 提高教育矫正质量，
加强社会适应性帮扶， 有效预防和减
少重新违法犯罪。

10月21日， 鼓舞表演 《千年之恋》 震撼全场。 当晚， 2014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周 “柔情似水·国风雅韵” 音乐大典拉开
帷幕。 情景音诗画、 民乐演奏、 复古芭蕾、 金曲联唱、 抒情钢琴弹奏等精彩节目， 为星城观众打造出浪漫的音乐盛宴。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紧接1版②） 在先进储能材料产业链中， 上
中下游都有一系列的高技术成果进入产业
化， 基本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科力远等
先进储能材料龙头企业聚集长沙， 已形成
集群效应。

在金属复合材料和超硬材料领域， 还
有晟通集团、 中野高科、 中科电气、 博云
东方等一批行业排名前列的企业。 如晟通
集团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铝箔加工基地， 铝
型材、 全铝轻量化汽车、 铝模板等重大项
目也进展顺利。

一批重大课题正在攻关中， 形成生产
力指日可待。 如“绿色建材关键技术产业
化及示范专项”， 将使混凝土结构基础设施
能够在自身设计寿命期内不需大修或重建，
甚至延长其结构使用年限、 同时提高其安
全性； 还可大幅减少天然矿产资源的开采。

江北农场
大战白蚁

本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袁光宇 朱松青

听说邵阳市江北农场职工连日来大战白蚁， 记者今天
来到这家农场一探究竟。 此前的10月16日， 是邵阳市白蚁
防治所今年在江北农场第4次大规模投放白蚁诱杀包的日
子。 这天， 江北农场二工区61岁的老职工陈贵求带领其他
职工， 栽下了一批充满希望的柿子树苗。

过去， 受白蚁侵害， 总面积达1200多亩的江北农场，
成了一片“死地”， 不要说种植果树， 连种点红薯都不行。
成群结队的白蚁， 23年来一步步吞噬农场的经济林、 果
树、 茶树和庄稼， 逼得不少职工纷纷外出谋生。

白蚁飞到天上，农场半边天都黑了
江北农场辖于邵阳市北塔区新滩镇， 是1972年由原

市共青团园艺场和市五七干校合并而成的。 农场曾广植
橘树、 茶树和其他经济作物， 其中雪峰蜜橘供出口， 所
产红皮花生是当时风靡邵阳的小吃“水煮花生” 专用原
料。

1991年在梓树林里首次发现白蚁后， 江北农场逐渐招
致“灭顶之灾”。 100多亩专门用于做枪托的梓树首当其冲
被啃噬一光， 漫山遍野的橘树枯萎80%， 茶树无一幸免，
花生、 黄豆、 凉薯等经济作物基本绝收。 不少职工被迫外
出务工。 至2013年底， 少数仍坚守故土的职工主要靠国家
低保维持生活。

“白蚁大概从2005年开始大面积成灾， 每年春夏之交
天气闷热时， 白蚁在地下呆不住， 飞到天上， 密密麻麻，
比全世界的轰炸机还多， 农场半边天都黑了。” 曾先后担
任江北农场副场长、 场长的罗超军说， “从那以后， 土里
几乎什么东西都种不出。 每年我家连打豆腐过年的黄豆都
没有， 要到嫁到外村的姐姐家去借。”

就在江北农场1000余职工饱受蚁害时， 猖獗的白蚁
继续向周边南岗村等3个村 （社区） 蔓延。 当地政府一直
关注江北农场的蚁害， 但苦于资金紧缺和技术不足， 前
后开展近10次大大小小的防治行动， 均没有收到预期效
果。

大战白蚁，“死地”成了“活地”
2011年， 江北农场卸任场长罗超军当选为北塔区人大

代表。 在翌年召开的北塔区人大会上， 罗超军联合10多名
来自农口系统的代表， 递交了 《关于江北农场白蚁防治的
建议》。 白蚁肆虐， 引起大会高度重视， 该建议被列为当
年重点建议， 并交付北塔区农业局抓紧办理， 并指定由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朝宝负责督办。

一套细致的江北农场白蚁防治方案出台。 区财政首期
出资15万元， 支持方案实施。 今年4月底， 在白蚁分群前，
市白蚁防治所组织精干专业技术人员对江北农场、 南岗村
等地住房前后50米的蚁巢投放了诱杀包， 防治效果良好。
今年7月底、 9月底和10月16日起， 白蚁防治人员又先后3
次对住房附近白蚁幼龄巢投放诱杀包。

江北农场职工对防治白蚁表现出空前热情， 许多职工
加入义务防治队伍。 老职工陈贵求主动为市白蚁防治所工
作人员带路、 服务， 还学习白蚁防治技术。 今年58岁的罗
超军每天在防治区域来回查看， 生怕漏掉一个防治重点。
唐朝宝每周3次到现场督办。

一番治理， 让江北农场1200多名职工充满了希望。 今
年， 该场一名女职工在屋前屋后种了两块地花生， 意外获
得丰收。 她捧着壮实饱满的花生， 请罗超军品尝， 说：

“感谢你这个人大代表， 把‘死地’ 又变成了‘活地’。”

台中一中与湖南师大附中
结成姊妹学校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陈胸怀） 10
月20日， 台湾台中第一高级中学师生参访团， 访问湖南师
大附中。 两校签署了缔结姊妹学校协议。

创立于1915年的台中第一高级中学， 是台湾的一所知
名高级中学， 其素质教育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台中一中
与湖南师大附中结成姊妹学校， 有利于促进双方课堂教学
的改革和发展， 促进素质教育水平的提升。 双方签署的协
议明确， 每年将定期派出20名左右学生进行一次互访， 开
展科学、 人文社会、 艺术、 文学创作、 作品展出等交流合
作， 共享教学及学习资源， 开展教职员工、 学生及家长之
间的联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