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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记者 何金燕 通讯
员 贺小花）“回家，不只在春节；回到家乡，回
到梦开始的地方。”远大科技集团的招聘摊位
前，一纸草绿色的招牌广告引人注目。今天上
午， 湖南首场新春大型引才活动在湖南人才
市场举办。中联重科、楚天科技等240家湖南
重点优势产业企业现场纳才，提供10105个就
业岗位，吸引11000多人进场求职。

今年30岁的龚勋一大早来到招聘会现

场，他以前一直在山东、福建从事核电站土建
技术管理及预算造价工作。在当天招聘会上，
龚勋了解到， 湖南土建和预算造价岗位的保
底工资不比沿海城市低，“我是益阳人， 在湖
南安家，孩子才2岁多。既然家乡也有好的就
业机会，为什么要远走他乡？”综合考虑后，龚
勋决心留在湖南圆梦。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公益职业指导区、人
才政策推介区、中高级人才洽谈区。新春引才

活动将持续开展到3月底，并同步在湖南人才
网启动为期一个月的“2018年湖南省重点优
势产业企业网上引才月”活动。

省政协副主席、 省人社厅厅长贺安杰在
活动现场调研时指出， 人才是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第一资源、第一推动力，要以大力实施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为抓手， 全力做好招才引
智服务工作，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
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2018湖南新春大型引才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陈惠芳 通讯员 曾婕

2月23日，农历大年初八，天气晴好。
当日上午，85岁的张菊秋从长沙东塘

女儿家，坐了两个班次的公交车，赶到望月
湖街道白沙液街， 要跟社区工作人员拉拉
家常，道声好。

河东到河西，这么远的路，坐的又是公
交车，老人家都不要人陪。

走进社区，记者一见，感慨不已。老人
家个子不高，一身普通的衣服，干干净净，
还挎了个小包。拿土话讲，老人家“水色子”
好，腰板也直，真看不出是85岁的高龄。

坐下来，她第一句话是“搭帮政策好，
感谢社区”。人逢喜事精神爽。过年，是喜
事。更大的喜，是拆迁之喜。

白沙液街正在搞有机棚改， 准备将这
条街打造成溁湾老街。过年前，老人家办完
了手续，享受到了想都不敢想的红利。

“我在白沙液街住了将近40年，住在3
楼48平方米的两间房子里， 稀巴烂的。”老
人家说，“拆迁补了50多万元，花10多万元
买了望岳街道诚兴园一套50平方米的房
子，还是1楼，余下30多万元呢。”

这馅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政府给
的，又大又及时，老人家怎能不高兴，怎能
不心情好？社区工作人员说，拆迁一开锣，
老人家最积极，不仅第一个签字，还主动做

其他一些拆迁户的工作。 白沙液街拆迁顺
利，也有老人家的一份功劳。

白沙液街是岳麓区唯一一条历史老
街，原先叫溁湾桥路。1000米的街，东头入
口位置就是溁湾桥所在地， 民国初期还有
这座桥。后来，长沙酒厂迁入，更名为白沙
液街。张菊秋就是这条街的原住民。老街要
改造，“老长沙”有一份浓浓的情结在，有一
份深深的记忆在，有些依恋，但舍得。以新
换旧，日子越过越新鲜。张菊秋懂这个理，
更懂得感恩。

张菊秋跟街道、社区有缘分。1951年起，
她就是橘子洲上的“义工”，也就是没有退休
工资的临时工。 走街串户， 一干就是28年。
1979年，她从橘子洲搬到了白沙液街。至今，
她还改不了口，称“橘子洲”叫“水陆洲”。

其实， 老人家过得很清苦。1991年老
伴去世，她就一个人过。唯一的女儿，今年
也54岁了。令人惊讶的是，每个月老人只
有400元收入，却不愿申请低保。她的理由
是“不饿不冷，就可以了。社区一直对我好，
不想再麻烦政府”。“一天吃两餐， 不吃肉。
衣服也挑便宜的买，习惯了。”她指了指身
上的衣服，“穿了十几年了，蛮好。”

平凡，简单，清淡，感恩。社区工作人员
对她都是这个印象。

省吃俭用一辈子的张菊秋，等来了拆迁
带来的惊喜。这等福分，是新时代的福分。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春节，记者随家人回老家拜年。
从宜章县城出发，经过梅田镇，再翻过

两座大山， 盘山公路上驱车约8公里后，见
到一个山坳。

远眺山坳，房屋一片，几缕炊烟袅袅升
起， 那便是此行目的地———宜章县浆水乡
锁石村。

田园画卷美不胜收，令人眼前一亮的，
还有一条绕村而建的宽阔公路。

父亲说，那是去年新建的环村公路。从
村口开始，途经学校、绕行村庄，再接村庄
另外一边现有公路，路线正好环村一圈。

“修环村公路初衷主要是想解决村民
建新房选址问题。”锁石村村委会主任黄远
兵告诉记者，乡亲生活好了，建新房的人多
了，交通便利、地势平坦的村口是建房子的
好地方，但都是良田；想在村中间或村后山
等地建房，却苦于无通车公路，水泥、砖头
等建材运输十分困难。

村里建新房的确实越来越多。 记者发
现，往年，进村公路两边，只有零星几栋新
房；今年，公路两边几乎被新房占满。新房
大都为两层，墙面贴了白瓷砖，门前带上一
个小院子，外观与城里的小别墅很相似。

去年，锁石村共建起15栋新房，目前还
有不少人家正选址做建房计划。

如何不占良田、 又能满足村民建新房
的需求？

经过反复讨论规划， 村委会班子决定
修建一条环村公路， 建材可顺利运进村中
心，村民可拆旧房在原址建新房，也可在后
山平坦地方建新房。这样一来，既满足了乡
亲们新房选址需求， 又解决了村中老房空
置问题。

黄远兵介绍， 环村公路总长2公里，设
计路基宽6米。目前，已完成毛坯路、护坡等
工程，即将进行路面硬化。

环村公路的作用，不只这一点。
这条路经过村中学校， 将改变学校无

通车公路的现状。“以后，学习器材、教具，
都能顺利运进学校， 孩子们的学习条件会
更好。”黄远兵说。

另外，环村公路周边有农田300余亩，
通车后，收割机、插秧机等农业机械可直接
开进田间插秧收割， 沿袭几百年的传统耕
种模式，或将就此改变。

建设环村公路， 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
持，主动拆除房屋8间、晒谷坪7块，捐出旱土
12垅、水田11丘；村民不仅不要树木、菜苗等
损失费，还凑了5000余元支付挖机费用。

走基层

� � � �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残疾人参
加2018年高考申请合理便利已向社会和
有关部门发布，今年，我省为残疾考生提供
了12项具体合理便利供申请， 残疾考生可
在3月20日前向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咨询
并提出正式书面申请。

12项具体合理便利为：1. 提供现行考
试的盲文纸质试卷；2. 提供大字号纸质试
卷；3.为听力残疾考生免除外语听力考试；
4.优先进入考点、考场；5.设立单独标准化
考场，配设单独的外语听力播放设备；6.考
点、考场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如引导辅助
人员等）予以协助；7.考点、考场设置文字
指示标识、交流板等；8.考点提供能够完成
考试所需、数量充足的盲文纸和普通白纸；
9.允许视力残疾考生携带答题所需的盲文
笔、盲文手写板、盲文作图工具、橡胶垫、无
存储功能的盲文打字机、 台灯、 光学放大
镜、盲杖等辅助器具或设备；10.允许听力
残疾考生携带助听器、 人工耳蜗等助听辅
听设备；11.允许行动不便的残疾考生使用

轮椅、拐杖，有特殊需要的残疾考生可以自
带特殊桌椅参加考试；12.适当延长考试时
间： 使用盲文纸质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的
考试时间， 在该科目规定考试总时长的基
础上延长50%； 使用大字号试卷或普通试
卷的视力残疾考生、 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
起的上肢无法正常书写或无上肢考生等书
写特别困难考生的考试时间， 在该科目规
定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30%。

据悉， 残疾考生可申请以上一种或几
种合理便利， 也可根据自身情况申请其他
必要且能够提供的合理便利。 各级招生考
试机构负责受理并审核， 并形成书面评估
报告。省教育考试院将根据评估报告，形成
《2018年湖南省高考残疾考生申请结果告
知书》，告知书内容应包含残疾考生申请基
本情况、 考试机构决定的详细内容以及决
定的理由与依据、救济途径等。所有申请合
理便利的残疾考生信息将在所在中学和县
市区、 市州招生机构以及省教育考试院网
站公示一周， 经公示无异议的考生方可享
受相应合理便利参加高考。

� � � �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 （记者 黄利飞）A股
2017年报大戏已开唱， 截至目前，102家湖南
上市公司中，2家公司已披露年报，另有77家公
司发布了业绩预告。 这79家公司中，71家公司
预计或已披露业绩盈利， 占比89.87%；8家预
亏，占比10.13%。

株冶集团和华菱钢铁分别于2月7日、2月
13日公布了2017年年报。 株冶集团实现营业
收入137.97亿元，同比增加8.76%；净利5545万
元，同比增长168%。

华菱钢铁去年实现净利润近53亿元，较历
史最优水平增长157%。

已发布业绩预告的77家公司中，38家公司
业绩同比向上增长，其中19家预计利润增幅超
过100%；12家公司盈利能力或与上年大致相
同， 预计业绩变动介于正负之间；27家公司预
降，利润额要低于上一年度。

开元股份成湘股“预增王”。其2016年净利
润仅为589.16万元；2017年预计净利润1.7亿
元 至 1.7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789.41% 至
2819.41%。 公司业绩大幅增长，主要系收购标
的恒企教育和中大英才自2017年3月开始并
表，同时原主业———仪器仪表和燃料智能化业
务净利润同比上升。

博云新材受累控股子公司亏损扩大和坏
账计提， 预计2017年亏损5500万元至6800万
元，同比上年至少下降974%，是湘股板块目前
预计业绩下降幅度最大的公司。

湘股年报披露时间集中在4月中旬、下旬，
接下来业绩亮相的是将于3月1日公布年报的
快乐购。 该公司业绩预告显示，2017年净利润
7000万元至77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2%
至15.74%。

� � � �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朱常顺 ）春节，不少湖南人选择出
境游， 也有一批外国游客前来湖南感受
“湘味”春节。 长沙海关统计，7天假日，该
关共监管进出境航班355架次， 比去年同
期增长16%；进出境旅客56741人次，同比
增长20%。

其中，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
343架次，较去年春节同期增长14.9%；进出
境旅客55189人次， 较去年春节同期增长
16.7%。张家界荷花机场进出境航班12架次，
较去年春节同期增长50%；进出境旅客1552
人次，较去年春节同期增长17%。 另据了解，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成为今

年春节我省旅客出境游热选地，锦绣潇湘尤
其是张家界山水也吸引了来自东南亚、东
亚、欧洲、美洲、大洋洲等的游客前来观光旅
游。

节日期间，长沙海关进一步优化通关布
局，合理设置旅客通关路线，科学调配人员
实现全天候24小时当班，确保进出境旅客通
关“不等待”“零障碍”；同时，推行了行邮税
“微信+支付宝”缴纳新方式，手机靠近POS
机终端扫码器、点击支付、签名确认，简单3
步几秒钟便完成了关税缴纳。 长沙海关表
示，下一步还将凭借通关智能化闸机、人工
智能服务台等智能化系统，确保进出境旅客
“秒通关”。

� � � � 湖南日报2月23日讯 （记者 周月桂）本
省零售龙头步步高今天发布公告称，步步高
与腾讯、京东就智慧零售等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并分别向腾讯转让6%股份、向京东
邦能转让公司5%股份。

根据步步高与腾讯、京东签署的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三方将以共同发展“智慧零售”
“无界零售”为愿景，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将在构建新能力、构筑“数字化”运营
体系、 营造新生态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实

现零售行业的价值链重塑。此外，三方表示
将通过合资公司或其他资本合作方式，共同
探索孵化新技术在线下场景的应用转化。

步步高表示，本次与腾讯、京东的合作，
有利于实现三方优势互补。步步高将以小程
序、公众号为承载工具，建立微信内商城，作
为步步高的线上主要自营电商平台，充分发
挥腾讯社交流量与场景优势；以京东到家为
主要电商平台， 充分发挥京东线上运营、物
流履约、商品数字化能力的优势。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刘翼张

“过年这几天，给我发微信、短信祝贺的
学生有50多位。2月9日过农历小年时， 黄远
才、张丽君等十几位毕业了20多年的学生，还
专门到学校给我拜年。作为教师，学生还记得
我，我感到十分欣慰。”2月19日，邓迪华对记
者说。

邓迪华是安化县马路镇苍场完小教师。
他扎根山区小学28年， 送走了一拨又一拨学
生，用自己的真情付出，为山里孩子撑起一片
希望的天空。

苍场完小地处安化六步溪原始次生林腹
地，与怀化市沅陵县和常德市桃源县接壤，十

分偏僻，学生多是留守儿童。邓迪华1990年从
益阳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这里工作。这里
条件艰苦，教师流动性大，同事换了一批又一
批，但邓迪华一直坚守在这里。他说：“我也是
山里长大的孩子，山里人对知识的渴望、对老
师的尊重，让我感受到了教育的神圣和伟大。
如果都走了，谁教这里的学生？”邓迪华曾有
多次机会调镇上、县城里的学校，但他都没有
动过心。

邓迪华矢志不移献身山乡教育， 为了教
好学生， 他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先后参加
市、 县新课程培训8次， 培训课时共计300多
节。2003年，他通过自学获得大专文凭，目前
正参加本科自考， 只剩两门课没考了。 这些
年，他撰写的12篇论文获得县以上奖励，主持
的研究课题多次获安化县一等奖。

在课堂教学中， 他通过“三分钟即兴说
话”“快乐作文”以及“说一说”“读一读”“想一
想”“评一评”“议一议”等，让学生轻松愉快地
学习。他还注重培养山里学生的特长，指导学
生组建兴趣活动小组， 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2010年以来，苍场完小先后在征文比赛、科技
创新等活动中获得省部级奖励多项。 由邓迪
华指导，小学六年级学生邓姿创作的“兰溪为
啥鲜菌多”，获得2017年省中小学科技创新大
赛三等奖。

邓迪华始终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

样，一腔真爱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学生小夏比
较调皮，学习成绩差。邓迪华安排班干部平时
多亲近他，多发现他的闪光点。每当小夏有一
点进步，他就及时予以表扬。随着时间推移，
小夏变得守纪律了，成绩也逐步赶上来了。后
来，小夏参军到部队，被评为“优秀士兵”。他
给邓迪华写信：“是您的肯定给予我上进的动
力，谢谢您！”

邓迪华在教学中获得很多荣誉： 县优秀
教师、县优秀共产党员、省实事助学基金杰出
教师奖……对于这些荣誉， 他看得淡然：“看
到孩子们成长，才是我最大的欣慰。”

他在教学手记中写道：“当你看到孩子们
那渴求知识的眼神时， 你就有了为他们拨开
云雾的激情；当你看到孩子们无助的眼神时，
你就有了给他们注入力量的冲动。不为什么，
只因为你的名字叫老师。”

■点评

有人说，将简单的事情重复成千上万次，
就是不简单。邓迪华扎根深山小学28年，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始终在重复着一件事：教育
学生。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邓迪华默默
坚守在大山中，播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改变
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命运。

酒厂老街 老人翻古

村庄环线 一举三得

步步高转让11%股权给腾讯、京东
探索“智慧零售”“无界零售”，重塑零售业价值链

71只湘股2017年预盈
开元股份成湘股“预增王”

春节假日湖南出入境人员同比增两成
出境游热选地为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

邓迪华：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今年高考残疾考生请注意了
12项具体合理便利可供申请

� � � �邓迪华在辅导学生。 通讯员 摄

■三湘四水正当“年”·美好生活

� � � � 2月23日， 道县濂溪大洞蔬菜基地， 菜农在田地里
喷洒除草剂。 春节刚过， 该县农户已开始春耕备耕， 随
处可见农户翻耕土地的繁忙景象。

何红福 何华 摄影报道

� � � � 2月23日，市民在
湖南烈士公园休闲游
玩， 享受惬意的阳光。
在经历了一场春雨的
洗礼后，长沙市区空气
新鲜、气温回升，市民
们纷纷走出家门，晒太
阳、放风筝、逛公园，乐
享早春暖阳。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乐享
春日暖阳

人勤春早

万余岗位吸引万人求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