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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15日讯 （记者 陈薇 李
国斌）“感谢湖南日报报道聚焦文艺院团。”
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主任肖鸿斌给记者打
来电话说，看到湖南日报的报道后，今天又
有省直媒体赶到株洲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百姓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多， 希望媒体今
后更多地关注文艺院团， 把更多的文艺精
品介绍给群众。

湖湘文化底蕴深厚， 地方戏曲源远流
长。在文艺的春天里，湖南文艺院团改革创新
气象一新，焕发勃勃生机。自4月12日起，湖南
日报推出《梨园春色》 系列报道， 相继刊发
《“新杂技”创“奇境”》、《“老院团”人气旺》、
《“好声音”曲高和众》、《一声花鼓“响”三省》
等报道，分别从杂技、音乐剧、昆剧、花鼓戏等
不同戏曲种类入手，从体制创新、理念创新、
营销创新等方面， 讲述了这些院团改革发展
的生动故事。该系列报道推出后，引起了广大
读者的广泛关注，在戏剧界反响强烈。门户网
站和新媒体纷纷转载这一系列报道。

湖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省湘剧院院长
王阳娟认为，湖南日报的《梨园春色》系列报
道，挖掘文艺院团的新故事，展示文艺院团
的新成就，是在给文艺院团鼓劲加油，让读
者和观众进一步了解到演职人员的不易。她
说，每个文艺院团都有故事，潇湘梨园又出
现了一批青年名角。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媒体
来关注他们的成长，支持他们的演出。

忙着抓业务、 给演员开会的湖南省杂
技艺术剧院董事、 总经理赵双午抽空给记
者发来微信称， 媒体的关注给他们带来了
满满正能量，让他们备受鼓舞，排练时大家
都铆足了劲。

《梨园春色》系列报道的推出，收到了
一些戏迷的真情反馈：“当一名戏曲演员真
不容易， 光鲜亮丽的背后原来吃了这么多
苦”、“以后看戏尽量做到中途不离场，一个
院团排一部戏不容易， 要对他们表示起码
的尊重”、“戏曲里面原来有这么多文化知
识，以后要好好学习，传承弘扬民族文化。”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亮斌） 省环保厅今日发布，3月全省14个市
州所在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
例为74.8%，比上个月有所提升；空气质量排
名前3位的城市是郴州市、 吉首市和永州市，
空气质量倒数一、二、三位的城市分别是湘潭
市、株洲市和长沙市。

据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14个市州所在

城市3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范围在58.1%至
96.6%之间，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25.2%，主要污
染物是细颗粒物PM2.5，无重度污染以上天气。

与2月相比，1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平均达
标天数比例上升7.7%，但全省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月均浓度分别上升14.3%、21.4%。

与去年同期相比，1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
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下降14.3%， 仅张家界、郴

州同比基本持平； 主要污染物中，PM10和
PM2.5的月均浓度分别上升19.3%、18.9%。

综观一季度，14个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
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67.3%，比去年一季度上
升13.9%，其中常德市为唯一空气质量下降城
市。一季度，空气质量排名前3位的城市是永
州市、郴州市和怀化市，空气质量倒数一、二、
三位的城市分别是湘潭市、株洲市和常德市。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李伟锋）为加
快湖南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 提高产业自
主创新能力和智能制造水平， 省政府日前出
台16条政策措施， 促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加
快发展，致力打造世界级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资金支持方面，省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支持
设立50亿元的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子
基金，按市场化运作，引导各类社会资金、金融
资本支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重点支持株
洲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轨道交通装备产
业基地，2016-2020年， 省政府共安排省级转
贷地方政府债券资金20亿元；支持轨道交通装
备产业重点项目建设，2016-2018年， 每年在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1亿元。
创新研发方面， 支持创建国家级轨道交

通装备制造创新中心， 支持轨道交通装备企
业构建和完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标准体系，
支持轨道交通装备企业建设国家级技术研发
平台和实验室； 支持轨道交通装备企业与高
校、科研机构合作，产学研用结合，围绕轻量
化、节能、磁悬浮等重点领域开展重大关键共
性技术研发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每年在
制造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项目中予以重
点支持。

激励机制方面， 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其研
究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的个人或团队，按1：1

的比例给予配套奖励；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取
得突破的个人或团队，最高给予500万元研发
费用支持； 对认定为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企
业、 智能制造示范车间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企业，一次性给予200万元支持；对认定为省
级智能制造示范企业、 智能制造示范车间的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一次性给予100万元
支持。支持建设开放式、专业化轨道交通装备
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最高给予1000万元支持。

另外，在产业用地、企业上市、人才培养
与引进、产需对接、产业链配套等多个方面，
都将给予重点支持和倾斜。预计到2020年，全
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规模达到2100亿元。

打造世界级
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湖南出台16条政策措施予以重点支持，预计到2020年，产业规模达2100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司念伟

4月14日下午，随着造血干细胞悬液从吉
凯身体里缓缓抽出， 一场连接湘沪的生命接
力随即展开。在医护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造血
干细胞立即被送往上海， 将注入一名花季女
孩的体内。

吉凯，湖南理工学院信息学院2012级学生，
刚刚拿到重庆邮电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的他，向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伸出了爱的援手。

2015年6月，吉凯接到中华骨髓库湖南分
库打来的电话， 告知他与上海一名骨髓瘤患
者配型成功。 这样的非血缘关系血型相合几
率，不足20万分之一。

随即， 吉凯前往长沙进行捐献前的身体

检查。但由于受捐者身体状况出现变化，捐献
造血干细胞被推迟了。

去年除夕，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再次对吉
凯进行身体检查，所有体征再次符合捐献要求，
医院初定捐献时间在3月份。 得知有机会重获
新生，素昧平生的上海女孩喜极而泣，她在写给
吉凯的信里说：“谢谢你， 让我有机会再一次走
进社会，让我有机会回到亲人的身边。”

到了3月中下旬，吉凯被通知到重庆参加
研究生复试，又要面临随时就要到来的捐献，
这种冲突让吉凯很犯难。那段时间，吉凯天天
和工作人员联系，询问具体的手术时间。可由
于受捐者身体状况不稳定， 最佳手术时间难
以确定，吉凯急得直哭。

几番思考后， 吉凯告诉中华骨髓库湖南

分库副主任张赞：“今年无法参加复试， 我来
年还可以再考。可是救人这件事，这辈子可能
只有这么一次。我决定了，即使不参加今年的
研究生复试，也要赴这场美丽的生命之约！”

吉凯的母亲董杨琴也十分支持儿子的举
动：“不管孩子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都支
持他。”

在了解到吉凯的特殊情况后，医院决定，
延期手术，为吉凯参加研究生复试腾出时间。

幸运的是， 吉凯顺利通过了重庆邮电大
学的研究生复试。作为湖南省374例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手术结束后，吉凯十分平静地说：
“不但拿到了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还有幸
为他人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这是我大学本科
阶段最好的毕业纪念。”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宁玲）记者今天从湖南晟通集团获悉，4
月初的一天， 中东某石油运输企业一辆满
载石油的铝合金罐车， 在高速行驶中突然
受到外力冲击导致倾翻， 铝合金罐体在翻
滚中严重变形，所幸没有开裂，没有发生石
油泄漏， 避免了火灾或爆炸等二次事故的
发生。 事故中倾翻的铝合金罐体就产自湖
南晟通集团。由于产品质量过硬，晟通集团
的铝合金罐车2015年成功打入中东市场，
目前已在中东地区销售300多辆。

晟通集团旗下的天力汽车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 罐体焊缝的数量对罐体的整体
强度、防泄漏功能影响非常大，晟通生产的

铝合金罐体采用高强度、 高延伸率的铝合
金板材，筒体无对接焊缝；同时，大梁、副车
架、 护肩型材等部位一次挤压成型， 强度
高，质量稳。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已基本淘汰传统碳
钢罐车，改用铝合金油罐车。近年来，依托
完整的铝产业链和国家级技术研发平台，
晟通天力汽车生产的铝合金罐车已获得
“危险品公路运输欧洲协议（ADR）”认证。

讲述文艺院团“春天故事”
湖南日报《梨园春色》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刘伟）广铁集团今日发布消息，自4月
16日起，火车票预售期逐步恢复至60天。

据了解， 由于5月15日全国铁路将调
整列车运行图， 为此铁路部门从3月11日
起暂停发售5月12日之后的车票。 而今天
下午这一方案已经解除，4月16日起，旅客
可以购买5月12日以后的火车票， 最长预
售期将逐步恢复至60天。

4月16日至19日，通过互联网、手机APP

和电话订票，预售期每天比上一日延长9天。
具体来说，4月16日预售5月21日（含

当日）之前车票；4月17日预售5月30日（含
当日）之前车票；4月18日预售6月8日（含
当日）之前车票；4月19日预售6月17日（含
当日）之前车票。4月20日起，互联网、电话
订票恢复60天预售期；代售点、自动售票
机恢复58天预售期。

值得注意的是， 行经长沙南的高铁动
卧列车预售期仍为30天。

火车票预售期今起逐步恢复至60天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李伟锋 通
讯员 肖功勋）今天省煤炭管理局下发通知，
要求全省煤矿依法合规生产，生产矿井按照
原核定生产能力的84%进行减量化生产。

通知要求， 以全年276个工作日确定
的生产能力组织生产。 省煤炭管理局在门
户网站对煤矿核定生产能力和实行减量化
生产重新确定的产能予以公告。 全省所有
煤矿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周日原则上不安
排生产， 充分保证职工节假日的正常休假
休息。 煤矿按照实行减量化生产重新确定
的产能安排年度、季度、月度生产计划，合
理组织生产。禁止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

生产。把安全生产挺在前面，确保生产期间
和停产期间的安全。 所有生产煤矿在276
个工作日组织生产期间， 合理安排生产检
修和作业计划，确保均衡生产，严禁突击生
产， 落实领导带班制度， 严格日常隐患排
查，认真组织安全检查；停产期间保证矿井
正常通风、排水、供电、瓦斯抽采和瓦斯检
查，科学制定非生产期间的安全保障措施。

通知明确了制约手段。实行动态监督，
把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作为重点监
督检查内容，对于超能力组织生产的，一律
责令停产整改；对在法定节假日、周日组织
生产而未按规定备案的，予以约谈和通报。

煤矿实行减量化生产
产能核减16%，法定节假日和周日原则上不安排生产

“最美好的大学毕业纪念”
———湖南理工学院学生吉凯为上海女孩捐献造血干细胞

3月全省空气质量较上月有所提升
郴州、吉首、永州空气质量位居前3，倒数一、二、三位是湘潭、株洲、长沙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李国斌）3月
下旬，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大兴村古祠堂水龙
祠内发现大量壁画。今天，湖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专家符炫告诉记者，水龙祠壁画价值
重大，有升级为“国保”级珍贵文物的空间。

江永水龙祠壁画保留面积162平方米，
画面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内容真实，画工
精美。符炫介绍，壁画中有身着清代服饰的
官员、将校、军士的形象，故将壁画上限推
定为清代早期的作品。

壁画上出现“敕封水龙庙”、“番王进
宝”的场景，真实、形象地展现出清代湖南
江永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图景。专家认为，
壁画抓住皇帝“敕封水龙庙”，瑶族首领率
民“番王进宝”的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直

观、形象地描绘出满、汉、瑶的融合场面，将
庆典盛会与歌颂清王朝文治武功的宣传揉
为一体加以描绘，流传后世，以期达到长治
久安的教化目的。

符炫说，水龙祠壁画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壁画的艺术写
实性强，画师似擅长史诗题材的创作，又能
细腻准确地传达人物之间的情感交流，同
时通晓宋、元、明、清的服饰、军械等常识，
推测画师并非当地土著民， 应是一位肩负
文化传播或教化使命的人物。

由于气候条件的原因， 湖南古代彩绘
壁画的发现相对较少。对于水龙祠壁画，专
家认为，当务之急是保护好，避免对文物建
筑带来建设性或保护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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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造”铝合金罐车打入中东市场
晟通铝合金油罐车获欧洲认证，质量过硬，遇车祸倾翻安然无恙

4月15日，“2016湖南（长沙）国际收藏产业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一场汉朝贵族婚礼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婚礼场景再现了
2100多年前16岁辛追的婚礼盛况。少女“辛追”所穿的大婚礼服由湖南湘绣研究所多位湘绣大师用秦汉古法赶制而成。图为少女“辛追”婚礼仪式
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长沙重现辛追“大汉婚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