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肖湘东） 记者25日从衡阳市纪委监委获悉，衡
阳市农业委员会（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
任、党委委员颜桥生和衡阳市公安局环境与食
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唐宏晖，因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

颜桥生，男，汉族，1963年12月出生，湖
南衡阳县人， 函授本科学历，1987年8月参
加工作，198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
衡阳县西渡镇党委书记， 中共衡阳县委常
委、县委办主任、政府副县长，衡阳市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

记，中共衡阳市委农村工作部（市农办）副部
长（副主任）、党组成员等职务；2015年4月，
任衡阳市农业委员会（市委农村工作办公
室）副主任、党委委员。

唐宏晖，男，汉族，1970年5月出生，湖南
冷水滩人， 大学文化，1991年7月参加工作，
199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衡阳市公安
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政委、 副县级干部，
衡阳县公安局副处级侦察员、 政委、 局长；
2012年11月至2016年8月，任衡阳县人民政府
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2016年8月，任市公安
局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保留
副处级领导干部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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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王晗 ）5月
26日至27日，华中地区首次大规模高校创
客马拉松大赛———湖南大学“Hackathon”
创客马拉松大赛， 在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
心举行。来自湖南、湖北、重庆等8省市及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16所高校、167名学生
参赛。经过24小时的激烈比拼，来自湖南
大学的“基于2D外置摄像头的智能娱乐系
统”项目获得冠军。

创客马拉松（Hacker's� Marathon）起
源于美国，随着科技发展逐渐变成全球风行
的活动。参赛者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在规定
时间内连续编写程序，最终实现一个独具创
新性的作品，并向专业评委展示及推介自己
的创意和作品的功能。一般比赛时长达几十
个小时，故有“马拉松”之称。

本次大赛由湖南大学和微软亚洲研究
院主办，167名参赛选手分成5个赛区，计35
支队伍，涵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工程管理、市场营销、工业设计、产品设计等
多个专业。

近年来， 湖南大学通过加强虚拟创业学
院建设，推进“2+X”实践实训教学模式，优化
指导帮扶服务体系， 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
才培养全过程，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见习记者 黄婷婷）昨天，湖
南省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焊工专业委员会（以下
简称“省焊工专委会”）在长沙成立，旨在对全省焊工
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进行专业技术理论研究，并提供
技术咨询、鉴定和培训服务。

据了解，省焊工专委会委员由全省各技工院校、职
业院校以及高等院校的专家型教师和企业的技能专家
组成， 在协助各级职业技能鉴定部门开展好焊工职业
资格证的考取工作外， 还将开展师资培训和职业技能
鉴定考评员培训， 参与职业技能鉴定国家及地方题库
开发和完善的研究工作，制定指导性教学计划，举办全
省性职业技能竞赛等。

湖南省焊接协会是省焊工专委会的秘书处单位，
覆盖了我省51家先进制造行业、焊接设备制造、焊接材
料制造、大专院校、焊接技术服务等相关单位，可发挥
平台优势， 为省焊工专委会聚合各制造企业和学校的
资源。

省人社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省焊工专委会是我省成立的第25个专业委员会，目
的是提升我省焊接技术的能力和水平。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周小雷）近
日，长沙消防组织市本级170家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负责人召开约谈会， 会议要求提高重点
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推进夏季消防安全
重点单位火灾防控工作， 坚决遏制重特大尤
其是群死群伤火灾。

会上，长沙市公安局、市消防支队领导通
报了近期火灾事故案例，系统分析了当前消防

安全形势，指出当前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在消防
安全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组织观看了《重
点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情况汇报片》， 并结合当
前消防安全形势，要求各单位开展一次消防安
全评估、签订一份消防安全承诺书、维护保养
一次消防设施、组织检测一次电气和燃气线路
设施、全面清洗一次油烟道、集中培训一次全
体员工，落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湖南大学创客
马拉松大赛落幕

省焊工专委会
在长成立

为焊工提供专业鉴定和培训

长沙消防约谈170家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地

方新闻机构申领新闻记者证流程》《新
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要求，现将湖南日
报拟申领新闻记者证的人员名单予以
公示，举报电话:0731-84801373。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

何金燕、刘永涛、宁奎、鲁融冰、
严万达、周俊、颜石敦、谭思敏、周杨、
肖秀芬、曾璇、杨思、陈青青、叶艳娜、
曹舒琴、姚懿轩、欧阳伶亚、李真明

湖南日报社
2018年5月26日

衡阳2名处级领导干部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月27日，湖南省博物
馆， 孩子们在党员及志愿
者的带领下参观“湖南
人———三湘历史文化陈
列”展览。当天，长沙市开
福区浏阳河街道双河社区
举办“党员带儿童，传承湖
湘文化”活动，通过党员微
课堂和参观博物馆， 让孩
子们了解湖南历史， 传承
湖湘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公 示

了解湖南历史
传承湖湘文化

通讯员 刘恒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山里娃怎么过节？
这是湖南省邵阳市大塘村南航扶贫工作

队队长熊劲松发愁的一件事。
大塘村偏僻，土地、水资源匮乏，不少村民

选择外出打工。全村150个孩子中，“留守儿童”
占到了70%。 孩子们最缺的是亲人的关爱。

熊劲松所在的南航湖南分公司了解情况
后，决定在六一前夕前往大塘村开展一次儿童
节主题扶贫活动。

山里娃开了眼界

5月26日，得知南航的飞行员、空姐要来上
课，孩子们早早来到了村里的操场等候。

南航湖南分公司总经理慕新洪， 常务
副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朱磊， 新宁县委常
委、副县长戴强华等参加了活动，为孩子们
带来节日的问候。 孩子代表上台领取了南

航湖南分公司捐赠的书本、文具、羽毛球拍
等，并为到场的领导系上鲜艳的红领巾。

随后，南航的飞行员、空姐为孩子们上了一
堂生动形象的航空知识课。“飞机上有降落伞吗”

“飞机发动机在哪里”“飞机为什么会飞” ……面
对孩子们的各种问题，飞行员、空姐一一耐心解
答。

美丽的空姐为孩子们介绍了飞机客舱情
况，演示飞机上的氧气面罩、救生衣等应急设
备的使用，并教大家一些常用的礼仪知识。 12
名孩子当场换上了飞行员、空姐制服，上台展
示学习效果，引起阵阵笑声和掌声。 帅气的飞
行员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考验”了大家的
反应能力， 并带领孩子们一笔一画写下梦想，
一起折纸飞机，一起放飞。

机长陆崚说，看到有的孩子写了“长大了
也要开飞机”，觉得这次课上得很有意义。

讲座结束后，孩子们都领到了南航准备的
节日“大礼包”。 大家还在操场上做起了游戏，
个个笑逐颜开。

停办小学要重新开学了

孩子们的活动顺利完成，了结了熊劲松的
一大心愿，但扶贫工作队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任
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天，南航湖南分公司和新宁县领导一起前
往结对的乡亲家中“认亲”，送上慰问物资，手拉
手聊起了家常。 家里有几亩地，每亩地收成多少，
年收入多少，孩子的成绩如何等等，“认亲”的同
志们都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和记录。

南航湖南分公司作为在湘央企对扶贫工
作非常支持。 下一步，扶贫工作队要帮助村民
大力发展集体产业，发展家鸡、七彩鸡、脐橙、
油茶、红薯等特色种养业，成立农业专业合作
社，打造电商平台，形成规模，增加收入。

令孩子们兴奋的是，已经停办多年的大塘
村小学在南航湖南分公司和省市县各级领导
的支持下，今年9月就要重新开学了。 到时候，
大塘村的孩子们再也不用到邻村去上学了。这
是孩子们特别的节日礼物。

飞行员、空姐陪山里娃过节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胡君 石胜茂

5月21日，一家民营医院负责人将一
面锦旗送到了开福区医疗纠纷调解中心
（以下简称“医调中心”），感谢人民调解员
邹季明等人的公正调解，协助防止了医患
纠纷扩大化。开福区医调中心2017年9月
挂牌以来，与司法所无缝连接，为调处同
类矛盾纠纷设置了第一道防线，率先在长
沙市区开始了解决医院纠纷的探索。

医患矛盾解决有了“去处”

开福区辖区注册的各类医疗机构达
248家，医患矛盾近年来呈不断上升趋势。

2016年底，开福区司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刘洪斌萌生了利用人民调解来解决
医患矛盾纠纷的想法，经过9个多月的筹
备，区司法局协调了区卫计局及湘雅路司
法所，共同建立覆盖全区的医调中心。

医调中心有专职调解员4人， 其中，
陈辉云是位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退
休干部，邹季明也有着丰富的群众工作经
验。医患纠纷是个难解的“麻纱事”，两位
专职调解员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树立了
医闹之风不可长、但病患的权益要维护的
调解信念。去年9月成立至今，医调中心
已成功化解各种医疗纠纷23起， 成功转
型为医调的“第三方”。

“医调”化解悬殊的争议

救治无效死亡，这是病人家属最不愿
意看到的结果，院方与家属的协商经常是
不欢而散。医调中心此时就发挥出不可替
代的作用。

2017年9月，53岁的肖某因脑出血就
诊于开福区某医院， 医院先采取微创手
术，但效果不理想，肖某的病情急剧恶化，
医院立即采取开颅抢救， 但最终还是无
效，肖某死亡。家属认为院方的治疗不当
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医患就赔偿争议
协调几次未果， 于是向医调中心申请调

解。连续3天，邹季明和陈辉云两人反复多
次“面对面”调解、“背靠背”协商，最终将
赔偿争议达到平衡。

医患矛盾不及时解决，就可能会酿成
大的群体性事件。2017年10月，25岁的张
某与男朋友发生争吵，赌气吞服了100多
片降压药，家人在5小时后，才将其送至医
院抢救，张某因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而身
亡。 但其家人以医院的过错引发纠纷，聚
集了40多人到医院讨说法。 眼见着事情
越闹越大，不可收拾，双方来到医调中心，
经调解员反复劝说，让家属明白是自身原
因耽搁了抢救时间， 也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双方终于和解，一场群体性医闹平稳
解决。

自医调中心成立以来，共计为群众争
取达400多万元的赔偿和人道主义救助，
化解群体性事件3起。

立场公正，调解成双方“代理人”

医调中心成立之初， 聘请10多名法
学专业人士和20多名医学专家组成的团
队做咨询顾问，在纠纷模糊、责任无法厘
清的时候， 团队出面给予专业性的分辨。
让矛盾明晰，让责任明确，让赔偿满意。

2017年12月，32岁的王某因患急性
荨麻疹到省某医院治疗， 在诊治过程中，
主治医师没有注意到王某病历本上青霉
素过敏反应史，给王某开处了阿莫西林药
物，导致王某青霉素剧烈过敏反应。事后，
王某和家人多次找院方沟通未果，随后到
医调中心协商解决。

此纠纷一目了然， 院方之所以推诿，
就是因为对于患者的赔偿数额拿捏不准。
经过医调中心协商，院方承担王某住院期
间全部费用，并给予8500元的补偿，双方
都对此比较满意。

医调中心是医疗矛盾纠纷化解地，同
时也是公共法律免费咨询地， 自成立以
来，本着免费咨询、免费受理、免费调解的

“三免服务”，使来访群众合法合理地解决
相关问题，同时，也为群众节约诉讼成本
20余万元。

讲述基层司法所故事

“第三方”调节化解医患纠纷
湘雅路司法所为医疗纠纷调解设第一道防线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龙俊霓

“我们把一只竹鼠养到2公斤重，成本
只要35元， 但可以卖到240元， 有赚头
哩。”5月15日，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江
东管委会泡里村，贫困村民陈松维在“鼠
屋”里给竹鼠喂食。别人不愿靠近的竹鼠，
在陈松维看来，一只只可爱极了，都是脱
贫致富的宝贝。

竹鼠以竹子、芒草、植物茎秆等为食，
具有食用和药用价值。去年一个偶然的机
会，陈松维听说养竹鼠有“钱途”，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买了几只试养。

刚开始，陈松维是个“门外汉”，不懂养
殖技术。驻村扶贫工作队得知，对陈松维立
志靠养殖脱贫致富很支持， 邀请养殖专家

为陈松维提供技术指导，还帮他联系销路。
有了这些支持，陈松维撸起袖子加油干，养
殖规模从最初几只，发展到现在上百只。

走进陈松维家的“鼠屋”，只见70平
方米的平房被水泥隔成数十个小鼠舍。每
个小鼠舍里，养着一对竹鼠。鼠舍内不停
响起竹鼠磨牙和啃竹子发出的“吱吱”声。

“1两竹片、30粒玉米，配上一点苹果
当点心，这就是一只成年竹鼠的一餐。”现
在， 说起竹鼠养殖， 陈松维头头是道。他
说，竹鼠喜欢白天睡、晚上吃，室内温度不
能低于5摄氏度。

目前，陈松维养殖的上百只竹鼠，每只
都快有2公斤了， 现在市场价是每公斤120
元。陈松维自信地说：“只要肯做，什么事情
都拿得下。养好竹鼠，脱贫致富没问题。”

竹鼠“啃”出脱贫路
精准扶贫在三湘


