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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陈薇 ）今天，
记者从省文化厅获悉，2017年春节期间， 我省
借助文化部“欢乐春节”品牌活动平台，先后派
出了6批团队120余人，赴韩国、泰国、法国、巴
巴多斯、格林纳达、突尼斯和台湾，辗转16个城
市参加“欢乐春节·锦绣潇湘”演出，累计演出
26场。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欢乐春节”活动期
间，亲临现场领略湖湘文化魅力的观众超55万
人。形式多样、湘情浓郁、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
与展览，不仅有力地推动中国春节文化传播至
世界各地，为“欢乐春节”品牌发展做出了积

极贡献， 也成功塑造了湖南在海外的积极形
象，让“湖湘精神”在海外尽情绽放。

省文化厅副厅长鄢福初在会上介绍，春节
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载体，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把春
节作为自己的节日，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希望
通过春节学习中华文化、了解中国社会。春节
期间， 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在韩国用琵琶、二
胡、古琴、竹笛等民族乐器演奏的乐曲，赢得现
场观众阵阵喝彩；湖南的湘绣、黑茶、梅山剪
纸、花瑶挑花等代表性非遗作品也在韩国各地
进行展演；湖南杂技艺术团在巴巴多斯、格林

纳达等地演出的杂技与武术表演深受当地观
众喜爱；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出的
“湖南皮影戏” 在法国旺多姆木偶艺术节上精
彩亮相，现场掌声不断；湖南文化代表团在台
湾高雄上演的荟萃湖南各地民歌的“湘音乡韵”
原生态民族民间音乐会，展现的都是湖南味道，
让观众耳目一新；在台湾举行的“守正”书法家
作品展，吸引了大量书法爱好者驻足欣赏。

鄢福初透露，2017年省文化厅将做好整合
资源、精品战略、品牌战略、融合发展4件事，积
极推动湖湘文化走出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进行深层次的交流。

�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谢小东）“消防安全一直都是我们
担心的问题，现在火灾隐患消除了，我们
经营户也可以安心做事了！”3月13日，在
株洲市保利大厦20楼开家装公司的谢老
板高兴地对记者说。

保利大厦地处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广
场北侧，是集酒店、娱乐场所、办公等为一
体的高层公共建筑，原来大厦内部消防设
施系统瘫痪、消防安全管理混乱。2015年
12月， 株洲市政府将保利大厦列入重大
火灾隐患单位实施挂牌督办，经过当地政
府、公安、消防等部门的重视和指导，保利
大厦积极整改，目前，火灾隐患得到了有
效消除。

绝大部分消防设施锈迹斑斑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存在故障，防排烟

系统和室内消防栓系统存在故障，绝大部
分消防设施锈迹斑斑……2015年11月，
株洲市消防部门对保利大厦展开检查时
看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火灾隐患。“大

厦内的消防设施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一旦
发生火灾，会错过初期火灾扑救的最佳时
机，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消防监
督员现场指出，并对保利大厦下发了《重
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 同时上报至株
洲市人民政府挂牌督办。

“保利大厦产权比较复杂，开发商存
在一房多卖的违法行为，收取的房屋维修
基金没有交到房产局，法院立案后已将开
发商的资产冻结，现在开发商法人代表被
司法部门控制， 很多业主又联系不上，而
且我们是多家物业公司共同管理，整改资
金需要300余万元，没办法启动。”大厦的
两家物业管理公司天伦物业和世纪天成
物业的负责人无奈地说道。

多方协力督促整改
在了解详细情况后，消防部门督促相

关单位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指导物业
公司对大厦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并对
大厦进行严看死守，确保大厦在此期间的
消防安全。2016年7月， 株洲市公安、房
产、 消防等多部门深入保利大厦现场办
公，针对保利大厦功能复杂、业主众多、整
改资金筹措难等问题，房产局根据该大厦
房屋维修基金上缴情况，在政策允许的范
围内尽快履行审批手续，安排大厦的房屋
维修基金用于重大火灾隐患的整改。同
时，消防部门全程进行跟踪督办，指导建
筑管理单位制定合理的整改方案，明确整
改时限、整改措施，并为大厦火灾隐患整
改提供技术服务。

经各部门的多次协调，保利大厦消防
安全整改方案出台并实施，由天伦物业和
世纪天成物业先期自筹资金对火灾隐患
进行整改。天伦物业总经理刘竹梅说：“现
在已经联系上了大厦375位业主，有三分
之二的业主同意启动房屋维修基金整改
消防安全隐患，房屋维修基金马上可以到
位了。”

近日，株洲市消防部门再次来到保利
大厦，看到大厦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已经全
部更换；水泵房和湿式报警阀系统已恢复
正常状态；大厦防排烟系统和风机、风管
已全部修复，达到规范要求。

据消防部门介绍，保利大厦的火灾隐
患已经基本整改到位，但还需进一步落实
消防安全责任制度。

面向湖南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网
上线运行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于振宇）
今天记者从人社厅获悉， 面向我省200
多万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继续教育服务的
网络平台———湖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网(http://www.hnpxw.org)已完成前
期调试工作，正式上线运行。

据了解， 继续教育网紧跟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
新规范、新标准，针对继续教育学习需求
的个性化、多样化特点，建成了公需课、
专业课以及选修课为主的课程资源体
系。学员自主安排时间，通过网上注册、
学习、考试、证书打印，在工作之余足不
出户即可轻松完成继续教育学习培训任
务。市州和行业机构只需开通二级网站，
即可建立自主在线培训平台，实现注册、
选课、缴费、学习、考试、证书全业务流程
网络化。

“继续教育网上线后，将直接解决
专业技术人员脱产继续教育‘工学矛
盾’，有效降低教育成本，保证教育质
量， 促进了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工作的开展。”湖南人才市场有关负
责人介绍， 网站的上线是落实国家人
社部实施的“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
工程”具体部署之一，他们通过前期的
大量调研和多次论证， 重点开发建设
了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络
云平台，一改传统教学形式，全面实现
专业技术人员网络远程在线授课。有
需求的专业技术人员， 可拨打服务热
线96560咨询。

衡云中学开工建设
计划投资10亿元，建成后

将结束衡南县城无高中学校
的历史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今天，计划投资10亿元、
拥有学位9000余个的衡云中学在衡南
县城云集镇开工建设，计划于2018年秋
季建成招生。

衡南县委书记杨洪峰介绍， 衡云
中学项目是衡南县与创艺联达（香港）
国际有限公司去年签约的重大项目，
也是衡阳市重点项目之一。 衡云中学
建成后， 将结束衡南县城无高中学校
的历史。

衡云中学选址衡南县云集镇保合、
黄金社区，占地350亩，建筑面积20万平
方米。学校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10万
平方米， 将于2018年秋季建成招生；二
期建设10万平方米，将于2019年建成招
生。 该校还将引进全国知名学校进行联
合办学，实行“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品牌
共建”。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王玖华 曹毅龙 陈平安

“雷锋”是时代的楷模。在“女杰之乡”双峰
县，近年来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涌现大批雷锋
式人物，成为当地一道靓丽风景。

李长生：义务宣讲雷锋15年
3月3日上午，81岁高龄的李长生老人冒着

毛毛细雨，从杏子铺镇骑单车到20余公里外的
三立学校，讲解雷锋事迹。这样的课，2002年
以来，他已讲了956堂。

15年来， 李长生走遍了双峰70所中小学
校，行程1万多公里，听课师生达20多万人次。

在李长生家，讲课资料堆成了山。仅手抄
资料就有46本，加上报刊书籍，堆起来有近1米
高。资料都是从报上摘的、书上抄的、电视上看
的、网上搜的，包括革命传统、思想品德、尊老
爱幼、英雄模范、感恩社会等12大系列。

李长生先后被54所学校、5个乡镇聘为义
务辅导员，先后60多次被评为市、县、镇关心下
一代先进个人，2013年被评为全省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个人。

袁效果：无私捐献干细胞
“虽然与她素不相识，只要能救她的生命，

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是袁效果在为浙
江一个患白血病的女孩捐献干细胞时写下的
感言。

今年42岁的袁效果是双峰县花门镇杉林

村人，1994年入伍，1996年在部队入党，1998
年转业到花门镇工作至今。2010年11月，他加
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2014年8月，
经检索，他的HLA分型资料与一白血病患者初
配相合。省红十字征求他意见时，他毫不犹豫
地同意捐献干细胞， 捐献于2015年2月顺利进
行，挽救了一个女孩生命。去年，他被评为娄底
市道德模范。

周培清：做瘫痪丈夫的贴心拐杖
周培清是印塘乡爱心村人，10多年如一

日， 悉心照顾83岁的公公李济坤和57岁的丈
夫李集和。去年1月，她入围“中国好人”候选
人。

1983年， 周培清与退伍军人李集和结婚。
夫妻俩起早贪黑， 省吃俭用拉扯大3个孩子。
2010年，李集和突患脑溢血，经抢救，保住了性
命，但成了左偏瘫。子女不在身边，家里全靠周
培清操持。经精心照料，李集和能拄着拐棍下
地行走了。

2012年开始，集高血压、风湿病于一身的
公公也只能靠拐杖行走了。周培清照顾了丈夫
后，还得照料公公，忙得像陀螺一样转。

家有两个病人，靠丈夫的退伍津贴和最低
生活保障费维持生计。2012年， 周培清到鞋厂
当清洁工。她每天凌晨5时多起床，照料丈夫和
公公吃饭。6时多骑着电动摩托， 赶往8公里外
的鞋厂。其实，她身体也不好，稍微受点风寒，
就咳得厉害。她忍住痛苦，细心照料着更需要
照顾的亲人。

2017“欢乐春节”———

“湖湘精神”绽放海外

花田旗袍秀
3月12日，通道侗族自治县临口镇玫瑰文化园，旗袍队在油菜花田间举行旗袍秀，展示传统

文化的魅力。 杨少权 摄

凤凰整治酒吧经营秩序

“女杰之乡”雷锋多

�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麻正规）3月13日晚9时， 记者在
凤凰古城看到，凤凰县食品药品工商质监
局工作人员正分组进入沱江边各个酒吧，
对其经营秩序进行整治。

据凤凰风景名胜管理处负责人介绍，
3月11日晚，凤凰县根据相关安排，开始
组织公安、文广新、旅游等部门，对凤凰古
城的酒吧进行专项整治。3月12日晚，湖

南经视对凤凰古城酒吧的酒托进行了报
道。该县根据报道，对涉嫌有酒托行为的
凤凰故事酒吧、萍水相逢酒吧予以关停整
改， 并对两家酒吧的经营者进行立案调
查、依法处置。对古城内所有酒吧经营者
进行教育，并签订拒绝酒托、诚信经营、明
码标价承诺书，从而规范酒吧经营行为和
秩序，保护游客和消费者权益。目前，酒吧
整治工作正在深入进行。

对症下药，多方合力剿火患
株洲市重大火患单位保利大厦整改出实效

周俊 段云行 肖星群

� � � � 名片
龚光辉， 涟源枫坪镇人，1981年生，在

俄罗斯国立财经大学留学7年，获得国际经
济管理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他扎根农村
养鸡，利用国际视野，把父亲经营了30年的
养鸡场进行改造， 引进世界一流的德国自
动化设备，鸡场年销售额近6000万元。
� � � � 故事

留洋回来养鸡？对！
3月8日， 留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

财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归来的涟源市枫
坪镇80后青年龚光辉坐在鸡舍前，回首8
年多来当“鸡司令”的历程，百感交集。

留洋硕士养鸡，被认为是“高射炮打
蚊子”。 而今， 龚家的养鸡场年销售额近
6000万元，人们才明白：书读得多，养鸡
也大不一样。

2009年，龚光辉学成归国，沿海许多
企业向他伸出了手。这时，龚光辉的父亲、
养了30年鸡的龚雪东，感到“凭自己的本
事已到顶了”，决定把儿子留下来，看他有
没有新招。

“养鸡是个土行业，也是个技术活，家

庭作坊式经营迟早会被淘汰，唯有走自动
化、产业化道路。”留学期间，龚光辉就考
察过俄罗斯和欧洲的一些现代化养殖场。
从父亲手中接过养鸡场后，他一改传统养
殖方式，玩起了高科技，从德国引进世界
一流的自动化设备。

走进龚光辉的养鸡场， 闻不到一点
“鸡味”。而1000多平方米的鸡舍内，仅有
2个工人打理。温度、湿度、喂水、喂料、清
洁都由电脑控制， 近3万只鸡在140米长
的围笼里自由活动，刚下的鸡蛋连续不断
被皮带输送至收集台。

洋硕士出马，养鸡场变成“高大上”。
变化不止于此。 学经济管理的龚光

辉，还在拉长产业链上动脑筋，搞起了配
套产业。饲料需求攀升，他办起了饲料厂；
养鸡需要大量器械、药品等，他成立贸易
公司搞销售；仔鸡需求量增大，他又创办
自动化孵化场。

“去年，鸡粪就卖了70多万元。”龚光
辉算了一笔账，孵化鸡苗、生产饲料，加上
药品、器械销售等，去年仅配套产业就实
现销售收入近2000万元。 而父亲过去30
年中，年收入最高纪录还不到1000万元，
儿子远远超过了老子。

同时， 龚光辉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吸纳附近4000余农户参与产业
化经营。农户从养鸡场低价购买鸡苗和蛋
鸡，不用担心销路。农户增加了收入，公司
也扩大了规模。

搞养殖，风险大。时不时出现的禽流
感，让不少鸡场损失惨重。但龚光辉不受
影响：“把握得好，危机就是商机。”

禽流感肆虐时， 养殖户贱价清仓。龚
光辉却在想，禽流感过后，市场需求会急
剧膨胀，到时价格肯定大涨，谁手上有货，
谁就能大赚。果然，一次禽流感后，禽类基
本断货，鸡价大涨。挨过冬天的龚光辉，反
而实现利润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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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硕士乐当“鸡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