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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人云

1月5日，湖南2015年首例环境污
染入刑案在长沙县人民法院一审宣
判：被告因环境污染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1年，并处罚金1万元。有专家表示，
此案在 “史上最严环保法 ”正式实施
不久即公开审理，将对环境污染企业
和人员起到威慑、警示作用。（1月6日
《湖南日报》）

严惩污染环境者是法之所向、民
望所归。而事实上，近四十年来，我国
先后制定30多部旨在保护环境的法
律 ，如果再加上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
理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 》等九十余部行政法规 ，我国的环

保法律法规多达一百二十余部。但令
人遗憾的是，如此多的法律并没有遏
制住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法律的执
行率低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
“徒法不足以自行”，严厉打击环境污
染犯罪， 离不开法律的严格执行，否
则，再好的法律也将成“镜中花、水中
月”。首例“排污入刑”案件，无疑说明
长沙市有关部门在打击破坏环境犯
罪方面敢于动真格，其传递出的威慑
力和标本意义不容低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
会上强调 ：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 ，人的命脉在田 ，田的命脉在
水 ，水的命脉在山 ，山的命脉在土 ，
土的命脉在树 。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

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 如果说在环
境污染面前没有幸免者 ，那么 ，在严
惩污染环境面前也不能有例外者 。
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就曾表示 ， 既然
新环保法被称之为史上最严 ， 那它
也就必然会考验环保部门是否具有
最严格的执行力。

可以说 ， 对环境违法行为越是
“零容忍 ”， 越能起到敲山震虎的效
果，只有用强有力的执法对每一个严
重污染环境者都严惩不贷，才能让愈
演愈烈的环境悲剧得以遏制，才能让
青山绿水 、蓝天白云得以相传 ，才能
真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稳
定的生态环境。

欧阳金雨

“土里刨食”的农业，遇到“高大上”
的互联网，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1月6日， 郴州永兴诞生了中国首家
农产品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果联
金服”，为甜润爽口、质香味浓的“中国十
大名橙”———永兴冰糖橙产销全面电商
化揭开了新篇章。

我们正身处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互
联网蕴藏的无限可能性， 带来的机会开
放性，缔造的草根创业传奇，让无数企业

家血脉偾张。不过，在各个行业都在绞尽
脑汁思考如何“拥抱互联网”的时候，仍
想善意地提醒一声： 尽管有人把互联网
吹得神乎其神，但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仍
是“用户至上”。

当下，用互联网思维做产品的，有不
少人们熟悉的“大佬”。成功者，如小米雷
军；失败者，如锤子手机罗永浩。

与雷军的小米手机质优价廉不同 ，
罗永浩以“工匠”自居，声称卖手机就是
卖“情怀”。按道理，“工匠们”都会把产品
的设计及制造做到极致。然而，从目前频

频爆出的锤子手机返修、 出厂良品率低
等众多问题来看， 罗永浩显然没把质量
做到工匠级。再加上，锤子手机一面市就
定价3000元。对用户来说，把情怀说成一
朵花也抵不过“高价低质”的负面影响，
销量不好理所当然。

最近，还有消息传来，作为互联网餐
饮代名词的黄太吉煎饼， 如今也已经不
再风光。众多网友吐槽：黄太吉煎饼口味
一般，价格还不低，吃了一次不想吃第二
次。“开奔驰送煎饼外卖”、“外星人讲座”、
“美女老板娘” ……黄太吉煎饼一度曾噱

头十足，如今昙花一现让人甚是遗憾。
这两个案例，说明了一个道理：一家

企业， 任你再擅长运用互联网制造热点
引发关注，经营粉丝灌输理念，互联网仍
只不过是营销的一种工具。 脱掉它绚丽
的外衣，互联网思维的核心，还是“一切
以用户为中心”“极致地做产品”。

说回到永兴冰糖橙。新媒体环境下，
永兴当地尝试通过互联网扫清行业融资、
销售上的障碍，自然是极好的。未来若是
能够一如既往地把好产品质量关， 料想，
永兴冰糖橙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好。

奋力创新业、建设新怀化，是现实的迫
切要求。中央立足“三期叠加”阶段性特征，
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
略判断 。省委着眼于湖南实际 ，进一步阐
述了新常态带来的新要求 、新机遇 、新目
标。面对新常态，如果不思进取、不求作为，
贫困就会成为怀化的新常态。

奋力创新业、 建设新怀化， 是顺势而
为。 怀化自古是“黔楚咽喉”、“滇黔门户”，
地处湘鄂渝黔桂五省边区中心位置，方圆
350公里左右无大城市，是自然形成的地理
中心。这里，是全国72个铁路交通枢纽城市之一，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居全省首位，并于去年12月进入“高铁时代”，完全有
条件和潜力对接珠三角、长三角，开拓西部大市场。

从今年“十二五”“收官”，到2020年 “十三五 ”结束的六
年，是我们奋力创新业、建设新怀化的关键六年。这六年的总
纲就是建设“一个中心、四个怀化”。“一个中心”就是把怀化
建成五省边区生态中心城市。“四个怀化” 就是建设生态怀
化、法治怀化 、智慧怀化 、幸福怀化 。“路线是个纲 ，纲举目
张。”我们必须以总纲总揽全局，咬定建设“五省边区生态中
心城市”发展目标不放松；强化建设生态怀化、法治怀化、智
慧怀化、幸福怀化四点支撑不动摇；坚持产业强市、城镇带
动、科教引领、统筹发展不走样。今年，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努力实现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城区综合提质改
造、深化改革开放、文明创建“四个新突破”，进一步推进“三
量齐升”，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导向，推动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奋力创新业、建设新怀化归根到底要造福
人民。要以增进民生幸福、建设人民满意的幸福怀化为目标，
真心爱民为民，善待百姓、造福百姓，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和满意度。当前之要在于以精准扶贫、构建和完善六大
公共服务体系、城镇提质和文明创建为抓手，深入推进民生
幸福工程。

日前， 哈尔滨西客站站前地区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微信公众号发了一则通
知，将前来检查工作的13人团队照片附上
编号，要求执法队员一旦发现，第一时间
汇报。对此，该局负责人表示，信息系内部
转发，且真实性不能确认，正在追查被公
开的原因。（1月8日《人民日报》）

暗访组前脚刚到，其所有成员的面
貌特征，就已通过“内部渠道”被迎检者
悉数掌握了 。按着这样的 “细致入微 ”，
在接下来的“暗访评判”中，亮点画面一
定尽收眼底， 不足之处一定速掩速除，
“被评为优秀”估计也就十拿九稳了。

而在这“皆大欢喜”的背后，公众却
不免五味杂陈 ： 还有多少暗访组早被
“内部掌握”？如此“迎检”与“暗访”，到底
还有多少务实之效 ？ 如此盯人式 “迎
检”，当休矣。

文/陈海荣 图/陶小莫

侯文学

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
作于1月1日正式启动。据中国工程
院内部人士对媒体披露， 年轻化、
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
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
变化和亮点。（1月8日湖南在线）

“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
人”这一条，无疑值得点赞。

毋庸讳言，此前在两院院士增
选中，一些官员抱着 “鱼和熊掌兼
得 ” 的心理 ， 总想获得院士的头
衔。这样，既可提高自身荣耀感和
含金量， 又可把它作为加官晋爵的
资本和台阶，何乐而不为？2007年和
2009年，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
工程师张曙光，由铁道部推荐，先后
两次成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院士候
选人，就是实例。其在腐败案败露后
曾供述，参选院士“需要花钱”。

纵观近年来两院院士的评选
不难发现，像张曙光这样用尽心思
竞争院士的官员、国企高管还不在
少数，且多数能够顺利当选 。这无
疑导致了两院院士增选中的不公。

实际上， 一些官员不仅想要挤进两院院士的队
伍，而且作协、书协等文化团体一个都不能少，
还要在其中“当头头”。几千年来形成的“学而优
则仕”， 被官员权力魔杖幻化成了 “仕而优则
学”。这无疑是官本位对学术文化的入侵。

如今，两院院士增选“谢绝官员”，无疑起
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在去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
记“希望广大院士善养浩然之气，发扬我国科
技界爱国奉献、淡泊名利的优良传统，以身作
则，严格自律，在攻坚克难 、崇德向善中做到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让真正有才华的科学
家脱颖而出，这是院士增选的初衷。增选机制
变化后，我们有理由期待院士队伍更纯净、质
量更高。

新声

怀化这座“火车拖来的城市”、
“会呼吸的城市”， 今天被高铁
“推”到了世界面前。在中国梦的
引领下，面对怀化人民的新憧憬，
奋力创新业、建设新怀化是各级
干部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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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核心是“用户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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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暗访组早被“内部掌握”？
■新闻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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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俞辰

“这个崽崽是个急性子，等不及到医院
就出来了。”1月8日上午，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产二科病房，32岁的熊女士脸色红润， 抱着
刚出生的宝贝儿子，说起话来中气十足。

而就在前一天晚上，熊女士将孩子生在
了私家车上。

1月7日20时左右，家住长沙市望城区的
熊女士，突然感到肚子疼痛无比。这是她的
第二胎，由于距离预产期还有7天，她以为是
吃坏了肚子。在母亲的陪同下，她坐上同乡
的私家车匆忙赶往医院。

阵痛传来，有过一次生育经验的她立马
反应，可能是要生了！

20时30分，车行进至周南中学。熊女士

感觉实在忍不住了，在母亲的搀扶下，原本
坐在后座的她坐到了副驾驶。 调整好座椅
后，她侧卧着，好让孩子出生得更顺利。

“车一边在走，我一边在生！”回忆起当
时的惊险，熊女士仍心有余悸。

20时45分，经过长沙汽车北站时，宝宝
已迫不及待的来到了这个世界。

突如其来的情况令他们始料未及，熊
女士疼痛加剧，身上全是汗水。为了争取时
间尽快到医院， 熊女士的母亲在路上求助
了执勤的交警。在交警警车开道帮助下，21
时左右， 他们赶到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急
诊科。

急诊科医护人员马上展开急救， 产房、
新生儿科的医护人员接到电话飞奔而来。经
检查：新生儿已降生在产妇的裤裆里。

由于产妇暂时无法搬动，医生只能钻进
汽车， 在狭小的空间里给宝宝紧急消毒、断
脐，做相应处理。

“哇、哇、哇……”随着宝宝一声大哭，大
家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经过医护人员
的抢救，母子平安。

“还没来得及送进医院产房，孩子就生
下来了，这已经是这一周的第三例了。”尽管
熊女士和孩子平安无事，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急诊科主任刘溯却很是担忧。

刘溯说，把孩子生在路上很危险，由于
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和特定的医疗设备，胎
儿出生后易造成窒息，断脐过程中还可能因
为细菌感染而引发破伤风；胎盘滞留或排出
时没有处理好的话， 还会造成产后大出血，
危及母亲生命。

随着“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生育第二
胎的产妇将越来越多。医生提醒，二胎妈妈
更要重视产前检查，提前了解生产的相关资
讯，如果出现腹胀、见红、破水、阵痛等分娩
征兆应尽早就医。如果还是不小心发生院外
分娩的情况，请产妇在前往医院途中保持平
卧姿势。

急诊室的故事
邮箱： hndaily@163.com 长沙“两馆一厅”

年底开放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陈永刚）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局了解到，长沙市“两馆
一厅”项目的图书馆、博物馆、景观塔建设已基本完
工，即将进入布展阶段，音乐厅已启动内部装修，整
个项目计划于年底完工并向市民开放。

长沙市“两馆一厅”项目座落于浏阳河与湘江
交汇处的新河三角洲，工程占地总面积196亩，总建
筑面积约15.13万平方米，包括四大主体建筑：博物
馆、图书馆、音乐厅和景观塔。

其中， 博物馆由城市规划馆和博物馆组成，城
市规划展示馆采用声光电等大量高科技手段和多
媒体项目，实现了展览的互动化，充分突出了长沙
城市规划的特色。

音乐厅跟普通的剧院完全不一样，它不需用任
何扩音设备，但坐在每个位置上，都能享受到同样
效果的音乐。建成后的音乐厅，将成为中南地区档
次最高的音乐殿堂之一。

图书馆计划藏书总量为140万册， 能同时容纳
2000人看书。设置自然科学阅览室、儿童阅览室、
报刊阅览室、盲人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多媒体视听
中心等，还有专门设计的大型的动漫馆。

高达118米的景观塔是“两馆一厅”建筑群的重
要标志，塔的造型立意为“破竹擎天之塔”，象征长
沙的发展如破竹之势。景观塔将安装两台垂直电梯
直达102米高的观景平台， 游客可以饱览湘江北去
的无限风光。

《我是歌手3》第2场看点曝光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杨丹）《我是歌手》第

三季上周五一亮相， 就重新俘获了无数观众的目
光。根据竞演规则，本周五（1月9日）的第二场将开
始淘汰赛： 两场综合排名最后的歌手将离开舞台。
所以为了能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7位歌手都“拼
了”，或翻唱经典，或颠覆自己，或打亲情牌，舞台够
热闹，更弥漫了浓浓“硝烟”味。

据节目组介绍，本周歌手出场顺序与带来的曲
目分别是：韩红《梨花又开放》、陈洁仪《心如刀割》、
孙楠《梦开始的地方》、张靓颖《饿狼传说》、胡彦斌
《一言难尽》、古巨基《父亲》、黄丽玲《输了你赢了世
界又如何》。

湖南日报北京1月8日电 (记者 陈
薇)今天 ,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中国
作协小说委员会、湖南省作协、湖南文
艺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王跃文长篇小说
《爱历元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出席，湖南省委
宣传部、湖南省作协、湖南文艺出版社

的相关领导及20余位知名作家、 评论
家参加研讨会。

《爱历元年》是王跃文的最新长篇
小说，2014年8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
版，并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深受读
者欢迎。与会作家、评论家对《爱历元
年》 的精神价值和艺术品格作了深入

的探讨。
与会专家认为，小说从艺术手法上

采用了“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
怀”相结合，叙述睿智风趣，语言风格隽
永，体现了湖湘文化的浪漫气质和忧患
情怀，并打上了作家个体叙事风格的深
深烙印。

二胎妈妈突发阵痛，等不及到医院，孩子就出生了———

私家车变“产房”

五旬男子脖子长出20多个脂肪瘤

酗酒30年成了“河马脖”
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徐珊）

今天，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酒瘾网瘾治疗中心收治了
一名容貌特殊的酒瘾患者熊先生。让人诧异的是，脂肪
全部堆积在他脖子上，貌似“河马脖”。

50岁的熊先生，酒龄已经超过了30年。他经营着
一家饭店，平时经常需要应酬，一到吃饭的时候就端起
了酒杯。“一旦离开酒，我就浑身不舒服。”熊先生介绍，
2007年脖子上也曾出现类似现象，当时在医院诊断为
脂肪瘤，做了手术，但是没隔几年，瘤子又复发了。

近年来，熊先生喝酒愈发变本加厉，最多每天喝白
酒达1公斤。“现在想要动一动脖子都觉得困难，厉害的
时候感觉都无法呼吸了。”在家人的劝阻下，熊先生下
定决心戒酒。但自行戒酒后，熊先生出现了行走困难、
意识障碍等症状，这才被迫来医院住院戒酒治疗。

检查发现，熊先生的脖子上长了大大小小20多个
脂肪瘤。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酒瘾网瘾治疗中心周旭
辉主任介绍， 熊先生患的是良性对称性脂肪瘤， 俗称

“河马脖”。这是因为长期酗酒，导致胆固醇增高，形成
的脂类代谢异常，脂肪全部堆积在脖子上了。以前也收
治过类似的患者，不过像他这么严重的，实属罕见。而
且，熊先生由于长期酗酒已经形成了酒精依赖。

绥宁建成民间剪纸艺术墙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向云峰）“好漂亮啊！”今
天， 在绥宁县城长铺镇虾子溪防洪堤的
墙壁上， 一幅幅火红的大型剪纸作品栩
栩如生， 吸引了众多居民前来欣赏。当
日，该县民间剪纸艺术墙建成，这是目前
我省境内唯一的一面民间剪纸艺术墙。

为进一步传承和保护本土民族民
俗文化， 该县继修建非物质文化展示

长廊后，又斥资240万元打造了这面民
间剪纸艺术墙。 剪纸艺术墙长210米，
共有《苗娃拜寿》、《苗绣》、《欢歌苗
寨》、《哭嫁》等30幅作品，是根据邵阳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剪纸传承人、
绥宁县剪纸艺术家唐东风的剪纸创作
为摹本， 由100余块汉白玉雕刻而成，
再涂上鲜红的颜料， 呈现出十分喜庆
的剪纸艺术效果。

唐东风系绥宁县江口塘电站职
工，从事剪纸达40年。他的剪纸，带有
浓浓的苗侗文化氛围和苗侗风情。
2009年， 邮政部门专门发行了他个人
民族风情剪纸艺术明信片一套；2010
年10月， 他被确认为邵阳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剪纸艺术的传承人；2014年，他
还在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节目现
场进行了剪技展示。

《爱历元年》研讨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