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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新年在温暖的冬阳中开始，但静稳的
天气里，恼人的霾再次现身，省气象台昨天
和今天连续发布霾黄色预警。

进入2016年12月以来， 湖南大部分地
区温暖的日子居多，气温较常年偏高。据省
气候中心统计，2016年12月1日至29日，全
省平均气温为9.4摄氏度， 较常年同期偏高
1.7摄氏度， 为1951年以来历史排序第5高
位，其中益阳、岳阳、长沙、湘潭、郴州、永州
等地的部分县市偏高2摄氏度以上。

监测显示，1日8时至2日8时，全省平均
最高气温16.6摄氏度，湘南如郴州、耒阳、汝
城等15地最高气温升至20摄氏度以上，其

中宜章达22.4摄氏度。 晴朗升温的同时，省
内霾天气顺势发展，昨天和今天下午省气象
台连续发布霾黄色预警。据省环境保护厅监
测数据，今天10时，各市州空气质量出现不
同程度的污染， 长沙、 常德、 张家界等6市
PM2.5浓度超过150微克/立方米，达到重度
污染。

新年上班第一天， 雨水也将随之而来，
好在气温不会出现明显下滑。 省气象台预
计，3日至4日，降雨主要集中在湘西、湘北
地区；5日至6日湘北局部有大雨。 气象专
家提醒，近日湖南出现连晴天气，气温高、
湿度小， 霾天气多发， 公众出行需做好防
护工作。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邓建英）主动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
级见成效。 今天， 湖南建工集团传出喜讯，
2016年集团承接任务总量1064亿元，同比增
长14%， 实现营业收入650亿元， 同比增长
17%，实现利润总额6.3亿元，同比增长43%。

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建筑业竞争
日趋激烈的背景下，2016年， 湖南建工集团
紧紧围绕提质增效升级，着力向深化改革、结
构调整、技术创新、管理提升要效益，在推动
新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方面走在同

行业的前列， 实现了规模效益型向质量效益
型的转变。

2016年， 湖南建工大力开拓智慧城市、
环保产业、建筑产业化、光伏发电等新兴产业
和领域；集团房建专业比重持续下降，项目体
量和资金结构不断优化， 全年新接非房建专
业工程任务410亿元，占总量的43.3%，新接
亿元以上项目664亿元， 占总量的70.1%。在
深耕省内市场的同时，巩固了省外市场，市场
结构逐步优化，新接省内工程任务524亿元，
占总量的55%，省外工程任务420亿元，占总

量的44%。特别是承接了一批体量大、带动性
强、经济效益好、有示范效应的项目，极大提
升了发展品质。

去年， 湖南建工集团发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进向PPP经营全面转型，全年共承接
PPP项目36个，任务量358.2亿元，项目涵盖
市政、水利、智慧城市、学校等领域。广东中山
翠亨新区环岛路、张家界市武陵山大道、贵州
黔西县教育园区、 桃源智慧城市等一批PPP
项目， 均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和预期可观的经
济效益。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颜丫丫

“回家路远， 冲好的牛奶带到路上喂宝
宝。”2016年12月31日，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
靖州医院新生儿科，“袖珍夫妻” 的重病宝宝
康复出院。爸爸丰俊勇踮起脚尖，欣喜地从护
士手里接过宝宝，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艰辛产子，转喜为忧

丰俊勇家住邵阳市绥宁县长铺苗族乡寨
坡村， 他和妻子钟前环都是先天性侏儒症患
者，两人身高都不足1.2米。在医学上，属不易
生育人群。

“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那么可爱，好羡
慕，自己也想有一个孩子。”经过无数次挣扎、
纠结，丰俊勇和妻子大胆决定：要一个孩子。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去年12月1日，丰
俊勇在高兴期待中，看着妻子被推进手术室，
剖腹产下一个女孩。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丰
俊勇欣喜若狂，以为迎来了一个幸福的开始。

谁知命运再次给“袖珍夫妻” 开起了玩
笑。孩子一生下，医生就告诉他们，孩子患缺血
缺氧性脑损伤、胎粪吸入性肺炎、大疱性表皮
松解症，下半身大面积溃烂，小生命危在旦夕。

丰俊勇的笑容在瞬间凝固。 他甚至还没
来得及看一眼、抱一下，孩子就被转送到怀化
市二医院靖州医院。

众人关爱，宝宝康复

“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换回孩
子的健康。”每次爬上凳子，趴在重症监护室
窗前，看到里面宝宝的身上插满管子，丰俊勇
异常心疼。

2016年12月14日， 孩子出生第14天，医
院破例，让丰俊勇进入重症监护室。终于第一
次近距离见到了自己的宝贝女儿， 他立即拿
出手机拍照， 他要把宝贝的样子带给仍在坐
月子的妻子钟前环看看。

“后期治疗费用，如果没有新的异常情况
的话，还要两三万元，住院要三周左右。”主治

医生这番话，让丰俊勇一筹莫展。两三万元对
这对“袖珍夫妻”来说，可是一笔巨款。

面对无力承担的治疗费用， 丰俊勇听取
大家的建议，在网上发起“轻松筹”，引发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广泛关注。 靖州志愿者协会的
志愿者们得知，纷纷捐款、转发。怀化志愿者
协会为宝宝送来了“爱婴计划包”，爱心商家
送来了奶粉和尿不湿，“轻松筹” 上的爱心捐
款也一天天多起来。

为确保宝宝万无一失，医院成立24小时
特护小组。经一段时间精心治疗、护理，宝宝的
情况一天天好转，肺部感染明显变轻，皮肤溃
烂处渐渐结痂。住院第21天，宝宝终于脱离了
氧气瓶和静脉输液，离开了重症监护病房。

“只要17507.07元？”2016年12月31日，
住院一个月， 丰俊勇揣着35795.20元“轻松
筹”善款去结账出院，本来担心钱不够，听到
只要17507.07元，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们的坚强让人感动，医院尽量减免了
一些费用。”主治医生佘远凤给丰俊勇解释。丰
俊勇感激地拉着医生的手，说不出话来……

（上接1版）
乡村旅游很火热。 元旦小长假期间，长

沙规模以上休闲农业企业全部推出套餐优
惠活动，带来人气爆棚。如长沙岳麓区坪塘
街道莲花山村大小农庄，在元旦假期首日就
迎来5000余游客，比平时增长3成左右。

新兴景区人气旺。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元
旦假期每日接待进山游客数量均超过了武
陵源核心景区和天门山景区的总和。3天共
接待进山游客 10.38万人次， 门票收入
1224.84万元。

自驾自助游成主流。据初步测算，元旦
假期我省自驾游客数量占总游客量的75%。
在怀化市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
旧址、洪江古商城、黔阳古城、通道各大景区
等地，自驾游客络绎不绝。张家界市开展了
“冬游张家界， 自驾玩起来” 等系列营销活
动， 多条户外自驾车旅游线路备受周边省、
市客源地自驾游爱好者青睐。

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元旦3天假期，张家
界市共接待游客36万人次， 同比增长47%；
岳麓山共接待游客10.6万人次；崀山共接待
游客4.39万人次，同比增长42%；凤凰古城
共接待游客8.51万人次； 南岳共接待游客
6.89万人次；韶山共接待游客5.8万人次。

旅游市场文明有序
元旦前夕，省旅发委向全省下发了《关

于做好2017年元旦节假日旅游工作的通
知》。 全省旅游行业完善应急预案并严格实
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确保联络
畅通。省旅发委党组书记、局长陈献春亲自
带班统筹调度， 确保全省假日旅游平稳运
行、安全有序。

元旦假期， 全省无重大旅游投诉案件、
安全事故发生。省旅发委投诉中心共接到投
诉电话2个，涉及旅游购物的1件、景区的1
件，均已及时妥善处理。

潇湘旅游“开门红”

看非遗 迎新年
1月2日，游客在参观非遗展示。元旦假期，长沙市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天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中心”，展示了2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让游客休闲度假的同时，增加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霾黄色预警连续发布
出行请做好防护

�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李唯）元旦前夕，长沙市望城区银星湾公园
项目开工，标志着该区滨江生态公园群正式
启动建设。

银星湾公园项目南起三汊矶大桥、北至
石长铁路，总面积约780亩（含460亩湘江滩
涂），是集休闲、生态、文化和科普多功能为
一体的城市公园， 包含生态水景1.2万平方
米、配套服务建筑5000平方米，预计于明年
5月建成开放。

该项目是望城滨江生态公园群的重要
组成部分。滨江生态公园群位于望城区滨水
新城核心区，是该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建
设内容，规划总面积约32平方公里，通过黄
金河水系串联起片区内大泽湖、 张家湖、斑

马湖等众多湖垸湿地， 打造雷锋公园等14
个城市公园以及月亮岛、香炉洲、白沙洲、蔡
家洲4个洲岛，以水系为“藤”、公园为“瓜”、
洲岛为“叶”，形成长约20公里的滨江公园
带，同时规划建设健康乐活、创新商务、生态
智慧、文旅乐游四大功能片区，构建江洲湖
联动、产城景融合的新型城镇示范区。

当天同时全面启动建设的还有贯穿滨
江生态公园群的潇湘北路，该道路是一条兼
具景观功能的城市主干道， 南起三汊矶大
桥、北至沩水河桥，全长约20.1公里，按城市
快捷路标准打造， 计划2017年底前拉通路
基，2018年全面竣工。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
滨水新城核心区路网体系，打造望城至长沙
主城区20分钟通勤圈。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王宏伟

“不义之财勿取，合理之事则从”，“家庭
以和为贵， 人生以勤为本”，“待人贵真诚，为
人须谦和，孝道当竭力，亲情互相助”……1月
1日下午，新年第一天，记者在长沙县高桥镇金
桥村，看到家家户户把家训挂在家门口，时刻
提醒约束自己和子孙，成为新农村的一道特色
景观。金桥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家训村”。

家训挂门口，成亮丽风景

隆冬时节，金井河如绢似练，穿金桥村而
过。河畔，一排民居鳞次栉比，这里是金桥村
荷花组。无论是两层小楼还是平房土屋，大门
旁都有一块一尺见方的木刻牌匾， 上书金色
小楷，内容就是每户村民自家的家训。

“不义之财勿取，合理之事则从”，是村民
罗仲璜的家训。罗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叫
少桓公，曾任山西垣曲县知县，当地连年大
旱， 少桓公一上任便“施粥散财， 不遗余
力”，“居官数十年清风惠政”。罗仲璜说，他
曾在村里担任村干部18年，一直都是以少桓
公为榜样。

金桥村是明清时期48家茶庄聚集一起

发展起来的，100多年来， 大家融洽友爱相
处。金桥村综治办主任彭军良介绍，在2015
年的美丽乡村建设中，村民们共同决定，将自
家口口相传的家训晒出来，挂在各家门前。目
前， 全村共有近80户村民亮出了自家的家
训。

村民刘先平家的家训是“君子贵人而贱
己，先人而后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别看
家训只有寥寥数语， 但都是祖祖辈辈对子孙
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把家训挂在门
口，每天进出都能看到，可以对照自省、教育
子孙。”刘先平说。

孕育好民风，村里多美谈

2016年12月中旬，一场大雨让金桥村一
条水泥路被泥石流掩埋。 年逾花甲的罗仲璜
和七八位村民自发带上锄头、铁锹，将泥土清
理到路两边。罗仲璜说，以前村里常有水利纠
纷、山林纠纷，现在民风好多了，扯皮打架的
事越来越少。

2015年，有人为了拓宽道路，打算将村
里的一口古井填平， 引起附近村民的不满。

“以和为贵”“有德才是福”“唯宽可以容人”等
正是古井周边几家村民的家训， 在多次协商

后，周边村民每家让出一点地方，既拓宽了道
路，也保护了古井，还建成了一个健身广场。
大家为纪念曾帮助先辈度过艰难岁月的明德
堂，将古井取名“明德井”，成了金桥村版的
“六尺巷”故事。

2016年2月的一天，深夜严寒，村里的巡
防员熊加志听到屋门前有人落水， 立即跳入
金井河勇救落水妇女，在全村传为美谈。在金
桥村，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王新平失去双
臂，还学会了游泳，曾救过三位村民的性命，
是村民眼中令人钦佩的“坚强哥”；觉得该回
家照顾父母了，从北京千里骑行归来的“骑行
哥”罗浩；照顾病榻上的丈夫多年一直不离不
弃的“好媳妇”陈瑞良……金桥村的好家风培
育出好民风，传递着绵绵不断的正能量。

罗仲璜的儿子罗炼大学毕业， 当了解到
很多贫困地区急需老师时， 便去了平江县一
所小学任教。如今，他又通过考试进入长沙
市一所学校当教师。儿子每次回家，罗仲璜
都要讲一讲祖辈的故事，“希望他把好家风
传承下去”。

“老百姓记住了自己的家风家训，成为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为净化社会风气、
树立文明乡风起到很好的作用。”长沙县高桥
镇党委副书记苏波说。

“家训村”里好民风

加快推进转型升级 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湖南建工集团利润同比增长43%

望城滨江生态公园群启动建设
14个城市公园、4个洲岛将为市民提供休闲新去处

高速返程现高峰
1月2日17时，长浏高速三一收费站，进城车辆排起了长队，行驶缓慢。当天是元旦小长

假的最后一天，省内各条高速公路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猛增。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袖珍夫妻”的重病宝宝康复了

月桂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