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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_Ì³�_`5ab-ÄAXXc�d]
^�©�b-aÚeh ���f;<äg·�
\N�[S>]^hÊâiS>ðrçèSÌ
Íjk�lmno�]^pq�r¶·Úap
qh

sUCsh>ËBCö<h %&'()
*+,-./0�tQRA]^deu°�
-.fgTU�wx�v°w�ÖM\xy
B�a)Xõöh ²�UAùz{~�X9¿
|�}e~��ç4�%�aUY/>·/0
C%[1ìNo;�� e�:8a%&>Ù
�()k�=ua6<ª�>¤ó�UCQ
�()*+,PÊaCHI>'�³Re
OEOB§�¢�Ô�:h !!"#$!

!"#$%&'
!!!"#$%&'()*+,-./0123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李珈名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11月5日至6日，“十行状元、 百优工
匠”竞赛活动汽车修理工决赛在长沙经开
区广汽三菱公司举行。70多名汽车修理领
域的“高手”，在规定的时间内要为“病车”
把脉，准确找出“病因”，切除“病灶”，换上
健康“肢体”，达到彻底“康复”，各个“诊
治”环节必须一气呵成。

比赛结束后，评委们宣布：长沙市兴
德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胡元波以92.275
分的总成绩夺得第一名。

1982年出生的胡元波， 从小就喜欢
车。 1997年，他进入株洲机械电子工业学
校进口汽车维修专业学习。2000年下半年
进入汽车修理厂，从汽车维修实习生做起，
开始了他将近16年的汽修生涯。

“修车就像医生治病，要对症下药。”老师
傅们的这句话一直铭记在胡元波的心里。

为了熟悉汽车的整个构成，胡元波找
来各种各样汽车修理书籍，对照书籍查找
每一个部件，对每个部件的性能做到了如

指掌。哪个部件出了问题，他都能从理论和
实践上说出道道来。

一辆汽车大大小小的零件上万个，每
一个零件，胡元波都能熟练地叫出名称，说
出部位，熟悉功能。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这种
方法给汽车‘治病’也用得上。”胡元波说。

有一天， 一辆待修的自动挡奥迪车被
拖进修理厂，车主在介绍故障时说，车子在
行驶时，踩油门没有反应，试了几次都无法

提速。胡元波走近一看，马上说出是因为发
动机节气门堵塞，导致油路不通。找到病因
后，胡元波熟练地打开引擎盖，抄起工具，
用最便捷的方法排除了故障。

胡元波修车，除了使用先进的车载
电脑检测仪外，还喜欢围绕车子转来转
去 ， 仔细地观察车子表面和发动机部
位，同时，详细询问车主发生故障的过
程。有时候，他通过闻气味、探温度等来
确定故障部位。

有一次，一台小车仪表盘上显示，发动
机温度突然升高， 在补足冷却液后转为正
常， 但发动机功率明显下降， 车主束手无
策。经胡元波检查，很快弄清了“病因”： 冷
却系统严重漏水；风扇传动带松脱、风扇离
合器工作不良。胡元波“对症下药”，手到病
除。

“大病并不可怕，怕的是那些弄不清病
因的‘疑难杂症’。”胡元波这样表述修车过
程中那些最感头痛的事。

有些车子出了故障，原因在哪里，一时
半刻理不清头绪。胡元波经常围绕这些“疑
难杂症”进行研究，有时还特意去请教那些
设有汽车专业的高校的专家， 直到找出答
案为止。

车子“疑难杂症”的表现并不一样，如
发动机抖、亮故障灯、制动不良、变速箱换
挡异常等，这些状况可以由多种原因构成，
必须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比如说发动机抖， 可能是进气系统密
封不够，也有可能是空燃比异常，或者是点
火系统工作不良等。胡元波在修理中，常常
采用排除法，对以上的故障逐一处理。这种
方法不但可以克服顾此失彼留下的漏洞，
同时，可以使车子达到“治一病而除多症”
的目的。经他修理过的车子，因一个故障返
修的情况几乎为零。

湖南日报记者 王茜 姚学文
通讯员 李绍萍 苏继纯

西班牙的橄榄油、加纳的可可乳膏、
南非的宝石、法国的红酒、泰国的橡胶寝
具、 埃及的手工地毯……11月29日，
2016年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开幕。记
者走进展会会场，顿觉眼前一亮，里面来
自世界各地的东西琳琅满目。逛农博会，
就像逛世界超市。

进入国际展区， 记者被热闹的手鼓
声吸引。 来自加纳的参展商带来了热情
洋溢的非洲鼓表演，明快的节奏、震撼的
音乐，让不少参展商和市民驻足观赏。中
国非洲加纳商会会长用流利的中文，不

断向观众介绍非洲特产。他真诚地说，加
纳是第一次组团参加“农博会”，希望能
借助农博会这个平台， 把非洲更多的产
品推介到湖南、推介到中国。

进入手工艺品展区， 泰国的鳄鱼工
艺品、草药膏，柬埔寨的化妆品、工艺品、
高棉沉香，印尼的咖啡、柚木制品……产
品设计巧妙、制作考究，令人眼界大开，
体验了一把异域风情。

芳香四溢的永州柳宗元牌异蛇王
酒， 吸引着众人的目光。17年前，“异蛇
王”首闯农博会，连展位也没有租上，就
在展厅楼梯底下摆了个地摊。 此后，“异
蛇王酒”年年参加农博会，其名气也不断
增大。 永州异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郭德志感慨道：“18年参展， 农博会让
我们逐渐成长，让我们从永州走向湖南、
走向全国。”

保健品类产品展区，品类众多。除了
中国传统的坚果、蜂蜜、酒类、茶类、有机
食品、养生保健品等，还汇聚着世界各地
的美味， 包括瑞士的巧克力、 德国的啤
酒、法国的红酒、马来西亚的咖啡和泰国
的蔬果干等，刺激着你的味蕾。

湖南麻辣魔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张湘峰是第一次参加农博会， 他带
来了公司拳头产品麻辣嗦螺、牙签牛肉、
五香毛豆等。“一个上午，我就接触了4位
有合作意向的渠道商和生产加工商。”张
湘峰高兴地说。

� � � � 11月29日， 国外消费者在农博会上选购商品。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12月1日起长沙火车站
可预订学生团体票
最远日期可预订2017年2月26日
往返车票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
伟）广铁集团今日发布消息，12月1日起，长沙火车站将
集中开售2017年寒假学生团体票；12月15日起，全省所
有火车站将发售学生个人票。湖南的学生旅客最远日期
可订到2017年2月26日的车票。

12月1日起，长沙火车站通过互联网集中受理学生
团体往、返车票，乘车日期范围为2017年1月13日至2月
26日，乘车站限于终点站为广州、广州东、长沙站的始发
列车站。 有办理互联网学生团体票需求的大专院校，请
于12月1日前与车站对接。

学生旅客如果没有订到团体票，也可自行购买。
从12月10日起， 铁路部门将在长株潭等地的部分

大专院校设置自动售取票机，学生旅客在校园内就可以
直接购取票。 2017年1月5日至6日，郴州火车站还将在
湘南学院校园开设售票专窗。

从12月15日起， 全省所有火车站的售票厅均将开
设专窗和自动售票机发售学生个人票。

铁路部门提醒，受运行图调整等因素影响，学生团
体票预售期等事项可能会发生临时调整。了解相关具体
信息，请学生旅客及时关注铁路官方网站通知和车站公
告，或拨打12306客服电话咨询。

潭邵高速
今起恢复双向交通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
钻 ）潭邵高速公路大修项目部今日发布消息，潭邵高
速公路大修一期工程（湘潭至娄底段）北半幅（东往
西方向） 将于11月30日9时30分通车。 这意味着，潭
邵高速公路将全线恢复双向交通，长沙、湘潭车主往
返娄底、邵阳将更加舒适安全。

潭邵高速公路于今年5月启动一期工程封闭施工。
本次大修除对原有路面、 桥梁分别进行改造和维修加
固外，还重点对机电设施等进行整体升级，原中央分隔
带的波形护栏全部改造成更加安全的混凝土护栏，水府
庙服务区进行了改扩建。

大修后的潭邵高速，行车安全性、舒适性和整体服
务水平将显著增强。

按计划，2017年将启动潭邵高速大修二期工程（娄
底至邵阳段）施工。

与中盛筹建合资公司
三一发力分布式光伏
新能源市场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王
煜） 三一集团旗下三一太阳能公司与中盛集团旗下中
盛能源公司， 日前在上海正式签订合资协议。 根据协
议，双方将组建合资公司，共同发力屋顶分布式光伏市
场。目前，双方首批合作开发建设的150MW分布式光
伏项目已经进入筹备开工阶段。

据了解， 新成立的合资公司主营业务涉及光伏电
站投资、开发、设计、施工等多个领域。三一集团和中盛
能源将强化相互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助力合资公司在分布式光伏领域的快速成长。

三一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工程机械制造商，2011年
入选全球市值500强。近年来，三一开始进军“新能源”
和“金融”板块，并希望将其打造成集团的两个核心板
块。中盛能源是中国一流的光伏电站开发运营商，有优
秀的项目开发能力、EPC能力以及电站运维能力。中盛
能源的业务遍及全球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

三一太阳能公司总经理程伟华介绍，2016年以来，三
一开始尝试在集团自有的厂房屋顶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
电站。目前，三一已投资2亿元人民币，先后在北京、珠海、
宁乡、长沙、湖州、上海等6大产业园建设了试点光伏发电
项目。截至目前，这批总功率26.5MW的自行试点项目已
经全部并网，平均运行5个月时间，共计为三一工厂和电
网提供了约1250万度的清洁能源， 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2万吨。

“修车就像医生治病”
———记“十行状元、百优工匠”竞赛活动汽车修理工决赛冠军胡元波

� � � �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程彧喆）2016年中国
中部（湖南）农博会（以下简称“农博
会”） 今天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省内“头号”粮油食品企业———
湖南粮食集团首次携旗下全产业链
参展， 引领全省粮油企业做大做强
的方向。

久负盛名的“农博会”，是消费
者采购各类优质农产品的“购物节
日”，更是业界同行相互交流学习的
盛会。湖南粮食集团布局全产业链，
从种子研发、粮油生产、精深加工、
产品销售到专业市场、科技研发，全
系“进军”，年销售额达到100亿元，
成为全国粮企十强之一。 省内其他
一些参展粮油企业负责人， 有的忙
着向湖南粮食集团“取经”，有的正
商讨着合作事宜； 省外农企代表表
示， 湖南粮食集团秀出了湖南农业
的强健“肌肉”。

记者在展厅看到， 湖南粮食集
团展出了米、面、油、粉、奶、休闲食
品等多个精品系列。 除了消费者熟
悉的“金健”“金霞”“裕湘”“银光”“中
意”等知名品牌外，金健种业、万华板
业、金健速冻、湘粮国际粮油水产交
易中心、中南粮油科学研究院等也首
次在展会中亮相。

省粮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湖
南要从粮食大省转变为粮食强省，
就是要多扶持像湖南粮食集团这样
的龙头企业， 支持它们以全产业链
的发展方式，实现规模效益、质量安
全、品牌推广，从而真正做大做强，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湖南粮食集团
布局全产业链
引领全省粮油企业
做大做强

� � � � 11月6日，
长沙广汽三菱
汽车有限公司，
胡元波（中）在
参加汽车修理
工决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罗伟

摄影报道

西班牙的橄榄油、加纳的可可乳膏、南非的宝石———

逛农博会，逛世界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