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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邓晶琎）创
下桥梁建设7个“世界第一”的汝郴高速赤石
大桥，28日将通车运营。这是继矮寨特大悬索
桥后，湖南第二座建成的世界级特大桥。赤石
大桥通车后，郴州至汝城的车程由2个半小时
缩至1个多小时，同时厦(厦门)蓉(成都)高速
公路湖南段全线通车。 湖南新增一条出海通
道，湘南地区加速对接珠三角、成渝、闽台经
济圈。

赤石大桥， 是厦蓉高速湖南汝郴段的关
键控制性工程，位于宜章县赤石乡，2010年3
月开工建设。大桥主桥全长1470米，跨越宽

度约1500米的山谷，设计时速80公里。
记者驱车行驶在汝郴高速， 穿过牛栏山

隧道后，一座主塔横梁上写有“赤石大桥”四
字的特大斜拉桥跃入视野。驻足远眺，大桥4
座主塔高259.63米至286.63米不等， 相当于
100层楼高，勾勒出少女S形“小蛮腰”曲线。
从桥上向下眺望，桥面离地186米，农田、山
泉、 农舍一览无余。 为满足今后旅游观光需
求，大桥预留有观景平台建设空间。

汝郴高速公路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龚
平介绍，赤石大桥施工建设创下7项“世界第
一”：主跨380米，为世界第一大跨径高墩多

塔混凝土斜拉桥；最高桥墩高182米，为世界第
一高混凝土斜拉桥桥墩；为提高索塔整体刚度，
4座主塔塔形设计为双面双曲线收腰的“S”型，
为世界首创；施工中，同一承台下34根桩最大桩
长差达58米， 创世界桥梁史上同一承台下群桩
最大桩长差；主梁悬浇采用最大承载力达760吨
的前支点挂篮施工， 为世界承载力最大的桥梁
施工挂篮；主梁安装下拉抗风索，并在梁端安装
横桥向电涡流调谐质量阻尼器的抗风措施，可
提高抗风能力，世界首创；大桥安装的高防撞等
级景观钢护栏， 是世界首个防护等级达最高等
级HA级的桥梁钢护栏。

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彭亮瑜 肖坤林

从贫困村走出来， 在致富之后反哺生养
他的这方土地……湖南省华兴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向长江，面对乡亲们的期盼，果断
将户口迁回隆回县岩口镇向家村，承诺苦干3
年，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经过两年多的艰苦
奋斗，向家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将
实现整村脱贫。10月中旬， 向家村被省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授予“脱贫攻坚示范村”荣誉奖
牌。

向家村山多田少，十年九旱，全村总人口
1008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5户、贫困人口
218人。2014年3月， 向长江当选向家村村委会
主任后，与村支两委一起，确定了“大投入、打
基础、强产业、优环境”的精准扶贫路径。

大投入。截至2016年8月底，向长江捐赠
1060万元， 支持村里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村民危房改
造和环境卫生整治等。 为鼓励贫困户发展产
业， 他在隆回农商银行开设专门账户， 注入
1000万元作为担保基金，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贷款进行贴息，目前已发放贷款500万元。

打基础。 将6.2公里的通村公路由原来
3.5米拓宽到6米；修建、硬化通组公路7.5公
里；新修机耕道6.1公里；新修储水塔13个，为
全体村民解决了自来水；修建高标准水渠1.2
公里；投资61万元，修建村级活动室。

强产业。全村种植油茶林1030亩，其中
村集体种植305亩， 农户分散种植725亩。大
力发展果木、蔬菜，由企业垫资37万余元，从
外地采购10多个品种的果木，发动村民利用

屋前屋后和空闲土地全部种上果木。 全村共栽
种优质果木10万余株、蔬菜100余亩。大力发展
养殖业，全村已扶持养猪专业户6户、养牛专业
户10户、养羊专业户10户、养鱼专业户2户，鸡
鸭等庭院养殖则普及到各家各户。

优环境。实行全村垃圾统一处理，改厨、改
厕、改栏等100余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按照“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的要求，向长江
突出对贫困人口的分类帮扶。 湖南省华兴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所辖的8个分支企业，各自帮扶一
个村民小组，每个管理人员帮扶一个贫困户。根
据95户贫困户不同致贫原因，进行分类帮扶：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全部参与产业发展， 给予每
户小额信贷5万元额度的贴息支持，仅此一项每
年每户可获5000元利润分配；对因病因残等完
全丧失劳动力的3个贫困户，则采取资产受益和
低保兜底、村集体收入补助等方式进行帮扶；支
持27户D级危房户全部重建新房； 对小孩上学
困难的12户贫困家庭，全额补助学费和生活费，
直到大学毕业。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何云雄 任泽旺 杨立赦

山路陡险， 绵延崎岖。10月25日上午，
从江永县城出发，经过2小时颠簸，记者来
到了允山中心小学大畔村教学点。

“咱们是大山的孩子， 热爱自己的家
乡，热爱伟大的祖国……”刚一走近教室，
记者就能看到谢志勇老师一只手拄着拐
杖，另一只手拿着书在教孩子们朗读课文。
此时此刻，他充满活力，丝毫看不出是个年
近花甲的老人。

大畔村教学点这方讲台已经伴随谢志
勇39年了， 他在这里送出了一批又一批大
山的孩子， 用爱心和奉献谱写出了一曲平
凡而伟大的乡村教师之歌。

既是老师 也是亲人
谢志勇出生在大畔村。39年前，18岁的

谢志勇从道县师范学校毕业， 原本可以分
配到条件好的学校。当看到山里缺少教师，
不少孩子因无法就近入学而放弃读书的时
候，他毅然要求回村当一名小学老师。

这里生活条件艰苦、教学设施简陋，教
师换了一拨又一拨。看着谢志勇，村民们半
信半疑：这个年轻小伙子，能呆多久？谢志
勇毫不犹豫地说：“放心，我出生在这里，与
大山有缘，更舍不得山里的孩子们！”
� � � �早些年，谢志勇住在学校附近。看到有
的孩子上学要走10多公里山路， 当遇上雨
雪天气时， 他就把有的孩子留在自己家里
住，帮孩子们洗衣、做饭、辅导功课。对离家
近的学生，每到雨季，他也要把孩子们一个
个背过溪流。2002年5月， 学生刘秋莲回家
路上的木桥被冲垮， 谢志勇把小女孩背过
河返回时被洪水冲出20多米远， 他死死抱

住一根木头才没掉下悬崖。

病魔缠身 咬牙坚持
“叮……”下课铃声响了，谢志勇夹着

课本，拄着拐杖走回办公室。坐在椅子上，
他显得有些疲惫，额头上能看到细汗。谈起
自己的身体情况，谢志勇有些无奈。2007年
6月24日，他突然倒在了讲台前，经诊断患
上了罕见的格林巴利综合症。当时，除头部
以外，整个身子都动弹不得，医生说：哪怕
治好了，他下半辈子也只能坐轮椅。

允山中心小学校长胡洪祥告诉记者，为
了能重返讲台，谢志勇在家休养的时候每天都
在努力练习站立。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
来，一年多后，他终于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病愈后的谢志勇留下了后遗症， 左腿
比右腿小许多，半边身子用不上力。住在县
城的家人劝他：“你都成这个样子了， 别再
往深山里钻了！” 谢志勇笑着说：“都不去
了，那山里的孩子谁来教啊！”

谢志勇的付出获得了肯定：2011年他
获评永州市“优秀教师”，2012年被评为湖
南省“优秀教师”，2014年9月，谢志勇被国
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教育部评
为“全国模范教师”。谈到荣誉的时候，谢志
勇只是轻轻道一声：“这些是我应该做的。”

■点评：
39年来，无论遇到任何困难，谢志勇对学

生不抛弃、 对偏远山区教育事业不放弃的精
神，生动诠释了责任与坚守的意义。莎士比亚
曾经说过：“上天生下我们， 是要把我们当作
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谢志勇
追求的就是将自己有限的人生， 在教育事业
上尽情地燃烧。 这就是可敬的人类灵魂工程
师，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汝郴高速公路公司介绍， 目前的国内特
大桥中， 其索塔属于曲线施工的有鄂东长江
公路大桥与二七长江大桥。不过，这两座大桥
与赤石大桥的主塔双曲线型（即“S”小蛮腰）
施工存在一定差异。

前两座桥塔柱施工中， 下塔柱设计采用

了元宝型设计，但结构不与塔柱整体受力，因
此仅为造型美观设计要求。

赤石大桥的双曲线索塔设计则满足了造
型美观需求，又考虑到了桥梁安全、施工建设
等众多因素： 一是多塔高墩斜拉桥与常规斜
拉桥（双塔或独塔斜拉桥）相比，体系刚度低，

活载作用下主梁的应力幅大， 可提高竖向荷载
作用下塔的自身刚度来增加体系刚度。 二是充
分利用桥面以下塔柱较高的优点， 找到一种既
可减小季节温差下附加内力， 又方便施工和养
护的塔梁连接方式；三是桥梁美学的需要。

因此， 赤石大桥设计了具有原创性的双曲
线塔柱和倒Y形索塔相组合的双曲线索塔方
案。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整理）

赤石大桥“小蛮腰”设计缘何而来
■相关链接

10月27日，宜章县赤石乡，厦蓉（厦门至成都）高速湖南境内汝郴（汝城至郴州）段赤石大桥横跨山谷，气势如虹。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李明华 摄影报道

坚守39年，
只为山里娃
———记江永县大畔村教学点教师谢志勇

董事长把户口迁回贫困村
———记隆回县岩口镇向家村村委会主任向长江

脱贫攻坚奔小康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柳德新
石庭虎 通讯员 张云飞）2015全省建设监
理行业综合总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
达126亿元，在全国排名升至第六位。这是
记者从10月26日举行的湖南省建设监理
协会20周年工作总结会议获得的消息。

湖南省建设监理协会在省住建厅指导
下， 以行业自律促进规范发展， 促进企业
“优胜劣汰”，打造“监理湘军”。早在2009
年，协会就率先开展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并
成立行业自律委员会和行业自律监督委员
会，先后制定行业自律公约、行业诚信等级
评价管理办法、 行业自律激励和惩戒管理
办法，并对行业诚信等级实行统一监管、动
态管理，有效遏制违反职业道德现象。

在全省率先开展的监理企业诚信等级评
定工作，建立“守信受激励、失信受惩戒”机
制。 湖南省建设监理协会对所有会员单位进
行诚信等级评定，公平、公正评出AAA、AA、
A、B等各个等级的诚信企业。 企业诚信等级
评定结果得到建设主管部门采信， 诚信企业
在行业评先评优活动中被优先考虑， 并在全
省工程监理招投标过程中享受加分等激励政
策， 提升了重点项目建设质量和安全生产水
平。到2015年，我省工程建设项目一次验收合
格率达99%以上，建筑业生产100亿元产值死
亡人数降至0.4人以内。目前，全省有10家监
理企业开展了项目管理、国际工程咨询、资本
经营等业务，非监理业务所占比例逐年增长，
2015年境外产值达25亿元。

以行业自律促“优胜劣汰”

“监理湘军”产值突破百亿元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曹娴）保
险业产销分离是大势所趋， 保险中介未来
如何发展？ 在今天举行的湖南首届保险营
销创新高峰论坛上， 保险行业多位专家对
此进行了探讨。

据介绍， 我省保险业近年发展较快，现
有省级保险分公司56家，2015年全省原保费
收入712亿元。其中，保险中介机构的力量不
可忽视， 目前我省保险中介法人机构达36
家，代理机构9000多家，从业人员突破21万。

“湖南的保险行业相比全国平均水平还
有较大差距，与我省的GDP和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也不相匹配。” 省政府金融办证券保险
处处长黄长河表示。数据显示，全国的保险

深度，即反映该地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平均为3.76%，湖南仅为2.66%，居全国第
27位；保险密度方面，即反映该地国民参加
保险的程度，2015年全国的平均线为1797
元，湖南为1075元，排名全国第26位。

黄长河认为，保险企业要转变观念，生
产与销售各有分工。保险公司应该是“生产
工厂”， 把主要精力放在保险产品研发、理
赔等环节；保险中介则专注于营销渠道、人
员培训、平台搭建等方面，促进保险服务的
规范化、职业化和市场化。

此次论坛由湖南保险行业协会、 湖南
保险中介行业协会主办， 泛华湖南分公司
承办。

从业人员突破21万

我省保险中介应提升专业化水平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翠）未来几天，将会有两股冷空
气组团前来影响湖南。 第一波是在今天晚
上到29日， 另一波是30日晚上到11月1日,
给我们带来风雨和降温。气温急转直下，提
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这两天，湖南南北温差加大，不同的季
节在三湘大地真实上演。监测显示，昨日全
省日平均最高气温为21.8摄氏度，其中，位于
湘北的常德最高气温仅14.1摄氏度， 而位于
湘南地区的郴州资兴最高气温却达到了34.1

摄氏度，南北温差足足达到20摄氏度，有一
种“你还在夏天，我却处在深秋”的错觉。

不过，受冷空气影响，今晚开始省内将
迎来降温过程， 南部地区降温尤为明显。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省内无明显的降
水过程，雨日北多南少，冷空气活动频繁，
分别在27日晚至29日、30日晚至11月1日
有降温过程。其中，27日晚至29日，受冷空
气影响，省内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温、弱降水
和风力加大的天气过程， 湘中以南局部降
温幅度可达15摄氏度。

冷空气组团前来
湘南局部降温幅度将超15摄氏度

世界级特大桥赤石大桥今日通车
创下7个“世界第一”，比肩矮寨大桥
厦蓉高速湖南段全线贯通，湖南新增一条出海通道

� � � � 10月26日，
放学后，谢志勇
老师背学生回
家。 田如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